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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浙江苍南警方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安全套案，捣毁
假冒安全套生产、加工、仓储窝点 12处，抓
获涉案人员 17 人，查获成品、半成品假冒
安全套达 50余万盒，涉案总金额近 5000万
元。

记者调查发现，销售假冒伪劣安全套
的情况并不少见，大量仿真度高、价格低廉
的安全套通过网购平台和实体店进入中小
型宾旅馆、超市，自动贩卖机甚至药店。据
媒体报道，一些假安全套用劣质硅油替代水
溶性润滑剂，成为妇科病的诱因。

假安全套涉多个知名品牌
负责此案的苍南县公安局郑警官告诉

记者，这起案件是从一起普通的制售假外
包装案入手的。今年 3 月，苍南县公安局
治安一大队在工作中发现辖区有一林姓男
子制售假外包装盒。深入调查后，民警发
现林某制售的外包装盒及说明书等材料均
未经授权，涉及的注册商标有杜蕾斯、冈
本、第六感和杰士邦等知名品牌。

随后，办案民警通过对交易数据的研
判分析、合成侦查等发现，该犯罪团伙制假
窝点众多且隐蔽，销售的假冒安全套数量
巨大、辐射区域广阔。“河南有 6个加工点，
河北有两个加工点，这些加工点大多在农
村或者城郊工厂，位置十分隐蔽。”案件负
责人郑警官说。据他介绍，这些窝点并不
直接生产安全套，而是从东莞某工厂购买
硅油，从安徽某公司购买廉价安全套，随后
进行压缩封装，打包出售。

一窝点假安全套装满三辆货车
“这种和人体直接接触的产品，国家有

严格的生产规定，一般是在无菌生产车间
完成，但是这些小作坊的共同特点都是空
间狭小，卫生条件恶劣。”郑警官说。

河北沧州的制假作坊地处偏僻，进出
仅一条道路，民警赶到时，几名工人正在加
工假冒安全套，数百个套芯被堆放在盆里，
工人们用瓢往劣质安全套芯上浇着硅油，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异味。在该黑作坊，
民警查获活力、激情、凸点、大胆等十余种
假冒杜蕾斯品牌型号安全套。在河南周口
的窝点，民警现场查获的各类假冒伪劣品
牌安全套，经清点后装满整整三辆货车。
郑警官介绍，“我们调取这些制假窝点的物
流信息发现，有不少都卖给了中小型宾旅
馆、超市、自动贩卖机等。”

今年 8 月 2 日，专案组开展收网行动，
一举捣毁生产、加工、储藏假冒安全套窝点
12 处，抓获犯罪嫌疑人林某、孙某等 10 余
人，查扣生产加工包装机、封口机等设备 3
台，共查获杜蕾斯、冈本、第六感和杰士邦
等品牌安全套成品 20余万盒、半成品 30余
万盒，另查获大量安全套套芯，包装盒、说
明书等包装材料，涉案总金额近 5000 万
元。截至 11月 17日，该团伙犯罪嫌疑人林
某、李某、孙某等 17人因涉嫌生产、销售伪
劣产品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
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调查1 网店批发“高仿”安全套
此前，媒体曾报道大量假冒安全套通

过电商平台流入市场。相关电商平台工作
人员回应称，将会对售假网店删除商品甚
至关店处理。近日，记者调查发现，这一情
况仍然存在。在采购批发平台阿里巴巴网
站，输入关键词“安全套”后，1 元到 5 元的
安全套产品有 1200 多个商品链接，其中多

数为杜蕾斯 12 只装，许多店铺的发货量达
到了 2 万盒。在一家名为“西安市高新区
怡趣乐卫生用品经销部”的网店，12只一盒
的杜蕾斯超薄装仅售 4.5元，成交量显示为
2000多盒。

9 月 27 日，记者在这家网店购买了 20
盒不同系列的 12 只装安全套。包括杜蕾
斯和冈本两种品牌。这 20 盒安全套底部
打印的制造日期均为 2018 年 9 月，同时还
印有失效日期和生产批号。从外观上看，
几乎和真正的杜蕾斯、冈本安全套没有什
么差别，但经过仔细观察，这些低价安全
套，与从杜蕾斯旗舰店购买的安全套相比，
装安全套的铝膜锯齿有毛边，打开包装后
拿出的安全套很难完全展开。

该店铺负责人王经理告诉记者，在不
拆开包装的情况下，其产品与真品唯一的
区别在于底部的生产批号和生产日期，“真
品是激光喷码，我们这种是印刷体”。

记者询问如果采购量大，价格是否还
可以再便宜。王经理立即给出了最低报
价，“杜蕾斯大盒 3 块（12 只装），小盒 1.3
元（3 只 装）；冈 本 大 盒 3.5 元 ，小 盒 1.5
元”。为何冈本比杜蕾斯贵，王经理表示主
要是包装成本不同，“冈本的包装不好仿
制，有一款杜蕾斯空气套，跟冈本一样，包
装上稍微贵一些，3.5元一盒。”而这款产品
的市场售价为 100 多元，假货与真货相差
30 多倍。

据王经理介绍，他们生产的安全套有
杜蕾斯和冈本两种品牌，其中杜蕾斯 12 个
系列都可以从他们这里买到，销量最高的
时候每天能卖 1 万多盒。尽管该店铺实际
地址位于西安，但外观包装和安全套均来
自他省。“我们的盒子是从温州进的，从河
北、河南发安全套。平时只在QQ跟上家进
货，电话都很少用。”王经理说。

浙江温州苍南警方收网行动之后，王经
理已经将所有商铺下架，电话也无法接通。

调查2 售假商家称“有药店整箱订购”
除了网售渠道，还有一些实体店也在

悄悄售卖假冒安全套。和王经理的产品不
同的是，这种安全套逼真程度更高，每盒底
部的生产批文和生产日期均和正品一样，
采用激光喷码印制。这也是杜蕾斯官方提

醒消费者如何鉴别真假的重要方式之一。
杜蕾斯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真品底部
的日期、批号是用激光喷码的，看得出点状
痕迹。一般假货制造者没有激光喷码，只
能用印刷体代替，无法呈现点状痕迹。”

在朝阳区十里河大方国际养生城 4
楼，有不少售卖成人用品的店铺，这些店铺
同时也销售各种品牌的安全套。在一家名
为“北京益康盛旺商贸中心”的店铺里，记者
见到了这种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高仿“杜蕾
斯”。销售过程中，店主陈霞（化名）显得异
常谨慎。“你确定要，我再给你看。”陈霞说。
随后，她拉开一个白色储物柜，里面堆着一
摞摞杜蕾斯和冈本安全套。“大盒 7元，小盒
2.5元，一口价”。陈霞说。

记者表示价格过高。陈霞解释称，这
种仿真程度高的很难找。陈霞还透露，“不
少北京的药店也从我这拿货，整箱整箱
要”。负责此案的苍南县公安局郑警官告
诉记者，此次查获的假冒安全套成本每只
仅为 4角钱。

据了解，假冒伪劣安全套带有细菌和
病毒，均为致病隐患，对身体会产生很大危
害。另据媒体报道，一些假安全套用劣质
硅油替代水溶性润滑剂，破坏女性生殖系
统，成为妇科病的诱因。10月初，记者将王
经理和陈霞所售安全套送到杜蕾斯公司检
测，结果显示均为假冒。

■ 案例
●2017 年 12 月 安徽铜陵警方破获公

安部挂牌督办的“5·24 生产销售不合格标
准医用器材罪”一案，抓获初某、董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查处伪劣安全套加工点 3
处，查获安全套 49 万余只，涉案金额高达
200 余万元。

●2015 年 4 月 上海市杨浦公安分局侦
破李某等人制售假安全套系列案件，查获
假冒“杜雷斯”“杰士邦”等品牌安全套 300
万余件，并查获大量用于生产假冒商品的
包装机、封口机等制假设备，涉案总金额达
1200 万余元。

●2014 年 11 月 长沙查处一生产假安
全套的“黑窝点”，其仓库中堆放的安全套
案值达2.3亿元。

据《新京报》报道

浙江警方查获50余万盒假安全套
警方称不少假货流入中小型宾旅馆、超市 有网店批发多个知名品牌高仿安全套

“在吗？”近日，正在上班的董女
士收到父亲的微信留言。“我在超市
买点东西，没带钱，你给我转 200 元
吧。”董女士想，父亲手机没绑卡，平
时消费都是用现金，可能真忘带钱
了。想到网上诈骗横行，谨慎的董女
士随口问了一句“爸，是你吗？”“是
我！”很快，她收到了语音回复。董女
士一听，确实是父亲的声音她便转了
200 元过去。下班回家后，她问父亲
去超市买了什么，父亲诧异：“我今天
没去超市啊！”董女士心里咯噔一下，

“被骗了”！尽管钱不多，但是被骗的
董女士非常懊恼，平时经常看到各种
骗局，自认为谨小慎微，没想到还是
中招了。董女士一气之下到石家庄
市跃进路派出所报了警。

在这类骗局中，都是好友微信号
被盗，语音内容也是事先录制好的。
那真实的语音是从哪里来的呢？记
者采访了石家庄市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民警。民警表示，骗子先是利用
软件植入木马盗取微信号，然后购买

“克隆微信”的软件，用克隆出来同样
的微信号实施诈骗。克隆的微信号
还可以转发语音，然后利用以前的聊
天记录转发一些常用语，比如“在吗”

“可以吗”等惯用语言进行诈骗。

★安全提示

要避免这种骗局，一定不要轻
易向他人透露微信的账号跟密码，避
免 账 号 被 利 用 。 如 果 遇 到 好 友 借
钱，一定要通过电话确认，以避免财
产出现损失。同时，要养成设置好友
备注的习惯，帮助辨别“克隆”好友，
一旦发现微信账号被盗，应及时冻结
账号，通知其他好友切勿上当，并及
时报警。尽量不要将 QQ 和微信关
联，以免发生两号同时被盗的情况。

据《燕赵都市报》报道

微信语音
也能被“克隆”？

女儿收到父亲借钱语音后被骗

11 月 21 日，孩子们用糯米、蔬
菜、咸鸭蛋制作糯米咸蛋。

在小雪节气即将到来前，浙江
省长兴县李家巷镇中心幼儿园的孩
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大米、糯
米、玉米、南瓜、赤豆、咸鸭蛋等农产
品亲手制作竹筒饭、八宝糕、糯米
团、糖葫芦等，让孩子们在制作传统
美食的过程中了解节气文化，在欢
乐的气氛中迎接小雪节气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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