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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正常进行了数月后，尝到了
甜头的老人们纷纷瞒着家人，拿着拆
迁款、养老金、治病钱前来购买会员等
级，有的一人购买多个等级，更甚者一
个等级连买数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返利金额则逐
次递减。张文通介绍，公司后期将返
利时间由最初的每日返利变为周一
至周五返利，周六、周日不再返利。

到 2017年 10月，会员返利彻底停

止了。这期间张文通给会员们的答复
是：总公司系统出了问题。“尽管总公
司不再给会员返利，但还是有不少顾
客交钱，要求成为会员。”李刚说。

后来，李刚因总公司拖欠自己好
几个月工资迟迟未发而选择了辞职，
商贸店人去楼空。

这时，会员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
个骗局，纷纷打电话给李刚和张文
通索要返利，却发现找不到人了，也

打不通电话，会员们纷纷到公安机
关报案。

“自己身体不好，本来想着可以用
返利的钱看病，这样就不用麻烦儿女
们了。”王大娘懊悔不已，“希望警方早
日将这些不法分子绳之以法，别再让
更多的老人受骗。”

近日，岚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张文通、李刚
批准逮捕。 据《检察日报》报道

被悄悄开通的“小额免密免签”功能
“一直觉得刷卡付款就应该输密码，那

天真的吓我一跳。”广西南宁市民梁飞告诉
记者，前段时间去商场购物，结果用信用卡
付款时，收银员将信用卡往 pos机上面一放
就完成支付。在询问收银员为何不用输入
密码后，梁飞得知其信用卡已经被开通了

“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我办卡的时候没有
人告诉我这个功能已经开通了。”梁飞说。

记者随后使用几张不同银行的芯片
借记卡和信用卡进行试验发现，卡面标有

“闪付 Quick Pass”的银行卡在实际支付
时，只要支付金额在一定范围内，交易均
无需输入密码。

针对这项“小额免密免签”功能，记者
分别打电话咨询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
设银行和广发银行的电话客服，了解到，这
项功能是中国银联联合各家成员机构于
2015年推出的一项小额快速支付服务，在
用户开卡时会自动开通。许多用户向记者

反映，在用户办卡的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
和系统没有对于开通该项功能的提示。

记者在中国银联官网上看到，银联小
额免密免签是中国银联为持卡人提供的
一种小额快速支付服务。当持卡人使用
支持“银联云闪付”的移动智能设备等（主
流手机 Pay、可穿戴设备）或具有“闪付”功
能的银联 IC 卡，进行 300 元以下（含 300
元）的非接触式交易时，只需将移动智能
设备或卡片靠近 POS 机终端的“闪付”感
应区，直接“一挥即付”。支付过程中，持
卡人不会被要求输入密码，也无需签名。

据悉，在 2018年 5月，中国银联发布的
《中国银行卡产业发展报告（2018）》中曾提
出，目前，银联手机闪付、银联 IC卡闪付等

基于NFC技术的支付产品迅速应用，
小额免密免签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
境内主要全国性商业银行、区域性银行、外
资银行等超过 200家商业银行，均全面开通
借记卡和信用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功能。

在推进开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的
同时，中国银联宣布自 2018年 6月 1日起，
中国银联将与各成员机构联合对“小额免
密免签”功能进行优化，届时银联芯片借
记卡、信用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单笔限额将
由 300元提升至 1000元。

交易便捷效果有限，背后仍藏隐患
“支付不需要密码总觉得会带来不少

潜在的安全隐患。”梁飞说，“有点担心自
己不知情时候付了钱。”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实际上身边有不
少人都或多或少使用着“小额免密免签”
功能，却一直对此并不知情。

中国银联在其官网表示，目前支持
“小额免密免签”功能的商户数量超过数
万品牌的百万家门店，所有支持“小额免
密免签”的商户均经过严格筛选。中国银
联同时还联合包括各商业银行在内的收
单机构，建立了规范的商户日常交易监测
机制，确保用卡环境安全可靠。

但一些支持“小额免密免签”服务的商
家表示，日常经营中，如果有顾客拿借记卡
或信用卡来结账，几乎不会去核实持卡人
身份。在消费金额符合“闪付”标准的情况
下，因为无需顾客输入密码，商家也会直接
使用此功能而不会提前征求顾客意见。

专家：默认开通侵害用户知情权
针对以上情况，有法律界专家表示，

现如今支付方式日趋多元化，“小额免密
免签”功能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简
化交易流程、便捷交易的作用，但默认开
通此项功能却未曾及时提示开卡者，侵犯
了持卡人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北京市同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
殿明表示，客户在办理借记卡和信用卡时与
银行属于一种特殊的服务合同关系，银行有
义务告知客户其能够提供的服务项目，只有
在客户同意即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的情况下
方能为客户开通相对应的服务项目。

王殿明认为，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在接受服务过程中
客户享有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客户对

“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享有知情权，自己可
在充分考虑安全性情况下，作出选择或不
选择的表示，银行无权在客户不知情的情
况下开通该项服务。如若默认开通则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据新华社电

无需密码就能扣钱

“小额免密免签”功能何以默认开启
如果你在购物消费时，银行

卡被收银员轻轻一刷，无需密码
就支付成功，你会为你的账户安
全担心吗？随着各类快捷支付方
式的兴起，银联芯片借记卡、信用
卡的“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早已悄
然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国银联近
日宣布，已于6月1日起将免密支
付额度提升至1000元。

然而，本应是便捷支付方式
的功能却在用户办卡时被默认
开启、用户也无法自行选择免密
免签额度。那么有关机构在开
通“小额免密免签”功能时是否
对用户有明确告知义务？免密
支付额度该如何确定？记者对
此进行调查。

6个鸡蛋，骗走老人12万元拆迁款
两人引诱买“返利产品”被捕

以“进店领免费礼品”的噱头吸引老人进店，然后不断引诱，让老人们步入“圈套”，被
“购买返利产品能治病，获得的高额返利也能用来养老”的说辞不断“洗脑”，自愿购买所谓
“返利产品”，最后赔得血本无归。6 月 5 日，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对张文通、李刚批准逮捕。

“我来反映购买了返利产品被骗的事，
我被兴华商贸保健店诈骗了 14 万多元，这
是我偷偷用的家里拆迁的钱，现在不知道该
如何跟家里人交代，警察同志你们可千万要
帮帮我啊。”3月 20日，63岁的牟大娘来到岚
山区公安分局焦急地向民警诉说。

牟大娘说，自己在 2017 年 3 月路过兴
华商贸保健店，了解到进店可以免费领鸡
蛋后，她便进去瞅了两眼，领了 6 个鸡蛋。
此后，牟大娘去店里做了 3 次免费身体保
健，店长便开始动员她买返利产品。渐渐
地，牟大娘心动了，先后分 6 次购买了商贸
店 14.8 万余元产品。此后，牟大娘共收到
公司返利 2.6 万元。从 2017 年 10 月起，兴
华商贸保健店的返利突然停止了。她去店
里问，却发现已经人去楼空，这才明白自己
被骗了，于是马上报警。

在岚山区有这样遭遇的不止牟大娘一
人，66 岁的王大娘在领完鸡蛋、做完保健、
听完课并免费出外旅游考察后，也被忽悠
在兴华商贸保健店投资了 14 万余元，成为
了等级最高的会员，截至案发，她只收到返
利 2.2万余元，损失了 12万余元。

自 3月 20日起，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岚山区公安分局陆续接到 30余起老人报案
称，被兴华商贸保健店诈骗大量资金。

接警后，岚山区公安分局迅速立案侦
查。由于报案人众多，线索比较清晰，岚山
区公安分局很快将张文通、李刚抓获归案。

经查，该商贸店对外以销售保健品为
名，以消费返利为诱饵公开吸收资金，造成
30余位老人的钱财大量损失。

2017 年初春，27 岁的湖北籍青年
张文通经人介绍进入兴华商贸公司，
担任见习经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
习，他带着筹建岚山分店的使命来到
日照市岚山区。

四处考察后，他很快便租到了一
个沿街商铺，该商铺靠近集市，附近老
年人很多。一切就绪，2017年 3月，兴
华商贸保健店开张了。后期，张文通
联系了自己的发小李刚担任店长。

随后，张文通联系广告公司印制
了 2000 余份带有“到店有礼品”的宣
传单在人流密集处发放。

宣传单的效果立竿见影，每天都
有大量顾客进店领礼品。这其中大
多都是老年人，他们将事先准备好
的鸡蛋发放给顾客，每人 6 个，如果

每 个 人 多 带 一 个 人 就 再 多 给 3 个 。
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张文通便到
店开始“讲课”，向顾客介绍公司规
模、运营模式和产品等，宣称顾客购
买了“兴华”的产品后就可成为其会
员，公司每天会根据营业额 30%给予
每位会员返利。

会员购买分 5 个等级，分别为：预
交 1280元成为银卡会员；预交 6400元
成为金卡会员；预交 1.28 万元成为钻
石会员；预交 1.92万元成为白金会员；
预交 2.56万元可成为最高级的翡翠会
员，累计获利可达 6.43 万余元。购买
返利产品不仅能治病，获得的返利还
能用来养老，一举两得。

“为了让顾客信任公司，放心购
买产品，公司后期还推出了免费做

身体保健、组织‘基地免费游’等众
多项目，旅游回来后，不少老人对总
公司的规模、效益深信不疑，陆续开
始购买产品。”张文通说，会员接收
返利后，经口口相传，购买会员的人
数也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几个发展
到数十人，吸收的总金额已达到了
100 万元。

张文通和李刚分工明确，前者负责
讲课，后者主要负责宣传吸收会员，会
员交上来的钱直接打给总公司。返现
的过程则通过总公司的网站进行，每个
会员都有一个账号，会员和店长都能登
录查看每天的返现数据，每日的返现金
额都是由总公司将资金转到店长李刚
的个人账户，再由李刚取出现金返给会
员们。

进店领鸡蛋，掉进诈骗陷阱 免费保健、旅游，老人被设套

返利停止，商贸店人去楼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