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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固定飞韩国“人肉代购”的程璐
这下“赔了”。3月 20日，从首尔返京的她
开始在石景山区集中隔离，其间费用由个
人自理，发货计划也宣告泡汤。

在 3 月 24 日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边
检总站副总站长吉利霞表示，北京边检严
格落实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进一步发挥
大数据分析排查优势，发现确有人涉嫌违
反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隔离规定，甚至有
人往返疫情严重国家地区从事海外代购
活动，北京边检将排查信息实时推送有关
部门掌握。

▶代购◀
3月仍多次赴韩补货

在淘宝上，程璐的“人肉代购”店铺已
经开了 13 年。点击“全部宝贝”，可以看
到上百种在售产品。从口红、粉底液，到
面霜、精华液，各大品牌的网红化妆品不
一而足。按照她的说法，这些都是从韩国
的免税店、专柜等渠道采购而来。

在程璐创建的粉丝群里，除了不定期
推送新品外，也会有粉丝主动询问她的行
程安排。

“亲，这个月还去韩国吗？”“我刚回
来，在隔离中，14 天……”程璐答复完，还
配了张她在酒店拍的照片。

对于这样的结果，程璐其实心里有
数。上周，当她再次启程时，就已经在店
铺的自动回复中留下这样一番话：“3 月
18日飞首尔，18到 21日只接单不发货，后
续看隔离情况……”

面对韩国 8000 多例确诊病例，程璐
倒是心很大，“其实还好，大邱我们也不
去，其他地方感染不多。”而对于所有境
外进京人员均转送至集中观察点进行 14
天隔离观察的最新规定，她也心存侥幸。
即使是返京前夕，还觉得“明天看，才知
道”。

程璐曾于 3 月 16 日在她的朋友圈里
晒出过当天在韩国采购化妆品的小票图
片，并表示，“18日我可能去不了，因为回
国要集中隔离费用自理，我怕 14 天酒店
费用和吃饭挣不回来。”不过，当记者在 3
月 19 日以买家身份与其聊天，问到上一
次是什么时候到韩国时，她并未提及此次

行程，而是回答“1日”。
3月 18日，她还是坐上了飞往首尔的

航班。她的朋友圈显示，短短一个月内，
她至少曾在 2 月 27 日和 3 月 1 日赴韩补
货。“之前回来可以居家隔离，不耽误发
快递。”程璐坦言，自己会把快递放门口，
让妈妈取走送下去。而这次，不仅货发不
走，还要为集中隔离支付相关费用。

▶买家◀
“现货”还是“假货”存疑问

“3 月以闭关开始……陆续刷一刷现
货，这次真的是且卖且珍惜啦！”早在 20
天前，同样从事韩国“人肉代购”业务的
丁薇就在朋友圈发出这样的广告。2 月

28 日，她最后一次搭乘韩亚航空的航班
飞往首尔。返京后，她便开始了“在家卖
现货”的生活。

“最近好多卖家虽然不再方便出国，
可 发 货 没 闲 着 ，也 不 知 道 究 竟 囤 了 多
少。”前些天，林雅通过微信转账的方式
从代购那里入手一款号称“现货”的面
霜。到手以后，她还是有点不放心，就在
网上搜索如何鉴定真伪，“感觉质地跟之
前在专柜试过的不太一样，怀疑未必是正
品。”

事实上，这样的担心并非个例。3 月
15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官方微博就
曾发布提醒，称最近越来越多的假代购瞄
准了代购行业这块“大蛋糕”，妄图通过
各种造假套路以更低廉的成本、更高的利
润，知假卖假，欺骗消费者。据了解，假
代购常见的套路包括定位造假、物流造
假、小票造假，甚至直播造假等。

前不久，北京一名代购也曾在朋友圈
推销自己近期从韩国买回来的商品，同时
晒出购物经历和韩国首尔等定位信息，结
果被邻居举报。然而，民警并未查询到这
名代购近期的出入境记录，造假行为随即
暴露。

此外，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并
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等
信息。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不少代购未
按要求执行，违规交易的情况依然存在。

据《北京晚报》报道

记者调查发现“人肉代购”飞国外的脚步没停

要钱不要命的真假代购

新华社杭州3月25日电 疫情防
控期间，“电子通行证”“电子健康证
明”等，是保证人们出行顺畅的一种
辅助手段。但近期，一些不良居心
者，竟目光瞄上了健康码，甚至以此
行骗，值得我们警惕。

记者从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检察院
获悉，近日一起利用中老年人不会申
领健康码，趁机盗取受害人钱财的案
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

前期侦查显示，温州市瓯海区某
农贸市场的管理人员林某负责进出
市场人员的身份登记、体温测量、健
康码查验等工作。3 月 4 日，59 岁的
市民陶某到该农贸市场买菜时，因未
申领健康码，被林某拦下。

林某查看陶某手机时，无意中发
现他手机上有一条 9100 余元的银行
短消息。林某平日因网上赌球手头
紧张，加上陶某对健康码、手机支付
表现得一窍不通，于是他一边谎称申
领健康码，一边偷偷地将受害人银行
卡与支付宝账号进行绑定，再将钱盗
转用以偿还赌债。因受害人支付宝

没有设密，两三下功夫，卡中 9100 余
元便被转了出来。

随后，林某将转账记录全部删除
后又申领了健康码，还手把手教陶某
如何出示健康码，最后才将手机还给
陶某。整个过程中，陶某毫无发觉，
直到去银行汇款时，才发现卡里的钱
不翼而飞。

无独有偶，近日杭州一企业车间
主任利用每日检查员工健康码为由，
操作受害人手机绑定银行卡，共盗转
59000元。

瓯海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提
醒，此类案件中，中老年人往往因为
不了解手机操作、健康码申请流程
等，成为犯罪分子紧盯对象。在实际
接触和使用中，要特别注意保管手
机，并设置密码和支付密码。

网络安全业内人士表示，在使用
健康码时，不要轻信骗子“升级”“换
领”健康码等谎言，去扫描不安全二
维码；也不要在网络社交中，因健康
码向他人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
等信息或转账汇款。

随着复工复产的日益推进，不少人走
出家门，开始恢复正常的上班节奏。“乘坐
公共交通出行是否安全？应该选择哪种
交通工具更放心？”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

公交车：
扫描“一码通”、测温合格后乘车
乘坐西安公交车要先测体温，再扫描

“西安一码通”后可正常乘车。如老人、小
孩等无法使用微信扫描“西安一码通”，则
需要登记身份证后方可乘车。

3 月 1 日、2 日，西安市疾控中心派出
专业技术人员对 10 条公交线路，100 辆公
交车的座椅、刷卡扫码区、扶手、吊环和车
窗开关处等乘客容易接触到的位置，采集
样本 300 份。经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

地铁：
扫描“一码通”、测温合格、安检后进站乘车

从 3月 2日起，西安地铁开始全面实行
“一码通”乘客扫码乘车，乘客进站前需提
前注册西安市“一码通”、使用微信扫描出
入口／通道张贴的二维码，向车站工作人
员展示生成页面显示绿码，再经测温合
格、安检后进站乘车。

出租车、网约车：
塑料膜拉起“安全舱”

为了避免司乘双方交叉感染，2月 9日
开 始 ，西 安 市 出 租 车 上 开 始 安 装“ 安 全
舱”，同时要求安装“安全舱”的车辆要勤
通风，每次载客完毕后必须要对“安全舱”
和乘客乘坐的位置进行消毒。塑料膜隔
绝了车内前后排的空间，谈话、扫码、视线
都不受影响。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网约车陆续装上
一层前后排塑料隔离膜，减少驾乘接触，

降低营运中交叉感染风险。乘客乘坐网
约车时应当戴口罩，进行扫码登记信息，
主动到后排就座，倡导使用电子支付。乘
客不予配合者驾驶员有权拒载。

共享单车：
骑行相对安全还可以欣赏沿路风光
3月 1日，西安市疾控中心在东西南北

中五个城区的共享单车进行了采样监测，
主要对共享单车的把手、车座、车体等多
部 位 进 行 标 本 采 集 ，涂 抹 采 样 标 本 299
份。经实验室检测，已采样本的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3月 15日，全国首个共享单车消毒团体
标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卫生保障运营规
范》发布。规范要求，在遇到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时，车把手、车篮、车锁等骑行人易接
触的部位，需确保每天清洁、消毒不少于 1
次，其他部位定期清洁，确保干净无污物。

从通风上和与人接触上可以看出，共
享单车是相对安全的出行方式。骑车前，
只需要将把手和座椅用酒精消毒即可，简
单、有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尽量选
择骑车出行，既安全也可以欣赏沿路的春
光。当然，如果只能选择乘坐公共交通
时，我们既要有基本的防护意识，也要对
这些交通工具的防疫消毒工作充满信心。

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牢记以下几点：
1.自觉遵守相关规定，戴口罩、配合工

作人员做好身份查验、体温检测等工作。
2. 上车后分散乘坐、与他人保持一定

距离，车内出现拥挤时，应听从工作人员
引导。

3. 尽量使用移动支付、刷卡等非现金
支付方式。保障自身和其他乘客安全健
康出行。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北京市
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在
25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一男子隐瞒出入境行程，违反北京市
境外进京人员管控规定，被处以行政
拘留的处罚。

近日，顺义公安分局北石槽派出
所获得线索：一男子隐瞒出入境行
程，违反北京市境外进京人员管控规
定。经查，李某辉，男，30 岁，顺义区
人，北京市某公司员工。其于 1 月 25
日出境前往老挝，3 月 14 日从昆明入
境，15 日返回北京。其间，其向单位
谎称已于 2 月初回京，并以生病为由
请假。返京后，李某辉未向居住地社

区报告，未进行隔离观察，并于 3月 16
日到单位上班。

目前，李某辉正在集中隔离点接
受医学观察，核酸检测为阴性，相关
密接人员进行居家观察。针对李某
辉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的行
为，3 月 25 日，顺义公安分局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条的规定，对李某辉作出行政拘留
的处罚，待通过医学观察后执行。

潘绪宏表示，首都疫情防控责任
重大，必须做到百密无一疏。境外进
京人员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疫情防控
相关规定，对拒不执行疫情防控措施
的，北京警方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
任，捍卫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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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男子被行政拘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