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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全体经销
商不得以提供金融服务为
由收取费用，下一步将发
布服务公约和收费清单，
确保收费公开透明。”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 1
0日就“西
安奔驰漏油事件”
及相关问
题约谈奔驰，
奔驰公司有关
负责人作出如上表示。

整改要求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奔
驰公司提出了具体整改要求，
包括奔驰公司认真自查和整改
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积极配合各级各地市场监管部
门调查处理；切实加强对经销
商的管理，
杜绝各类不合规、
不
规范行为；大力改进售后服务
体系，
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
积
极妥善解决消费者诉求。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梅赛德斯-奔驰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梅赛德
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有关负责人在约谈会上表示，
为消费者提供优于法律规定
的
“三包”服务；全面优化售后
投诉渠道；对经销商进行专项
复核，完善准入审核、日常管
理和退出机制等，提高消费者
满意度。

约谈
奔驰
奔驰被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约谈
将发布服务公约和收费清单

暴露问题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暴露出汽车行业一
些长期、普遍存在的问题。奔驰 4S店为
消费者办理贷款已向奔驰金融机构收取
相应报酬，再以“金融服务费”
“ 贷款服务
费”等名目向消费者收取费用，违反了法
律规定。
这位负责人表示，任何汽车销售企业
收取任何名义的费用，都必须严格遵守价
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确
保事先明码标价、消费者自主选择、提供
质价相符的真实商品或服务，不得违规收
取费用；不得巧立名目，误导消费者；禁止
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搭售、虚假宣传、诱导
式交易等。适用汽车“三包”规定的前提
是交付合格汽车产品，交付不合格汽车产
品的应当依法退换货，不得曲解汽车“三
包”规定来减轻自身法定责任，不得无理
拒绝或者故意拖延消费者的合理要求。

专项整治
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相
关部门对汽车销售行业开展专项整治，切
实破除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潜规则，坚决查
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同时，加快修订汽车“三包”规定，推
进建立第三方质量担保争议处理机制；开
展消费投诉公示，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更
好规范汽车行业发展，推动汽车消费升级
扩容，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报道

注意了！ 这三类电信网络诈骗案多发
新华社西安 5月 1
0日电（记者
陈晨）移动互联网和无现金支付方
式愈发普及，给生活带来便利，也隐
含着一定风险。陕西省公安厅相关
负责人 10日说，通过对近年来发生
的电信网络诈骗案的分析来看，网
络购物冒充客服类诈骗、机票改签
类诈骗、冒充领导和熟人类诈骗等
三类案件数量有所上升，提醒群众
擦亮眼睛、加强防范。
陕西省公安厅 10日通报了公
安机关集中治理诚信缺失突出问题
情况。从去年 9月到今年 4月底，
陕西全省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165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192名，
止付涉案资金 3.
0895亿元，冻结金
额 6.
1337亿元。

陕西省公安厅刑侦局副局长杨
永登分析了三类高发的电信网络诈
骗案作案特征。以“网络购物冒充
客服类诈骗”为例，不法分子通过微
信或其他网络社交工具，以兜售低
价商品为诱饵，待当事人支付购物
款后，就将当事人拉黑。或是冒充
电商平台客服人员，以商品出现异
常需要退货为由，发送虚假链接或
二维码，在不知不觉中将被害人银
行卡中的钱款转走。
“电商平台的绝大多数退、赔款
都是从购物人支付的账户中原路返
回，
不需要在其他社交软件中操作，
更
不会要求购物人以扫码、
点击链接、
提
供银行卡密码、
短信验证码等方式收
回退款。凡是出现这些不合理要求

的，
群众都要高度警惕。
”
杨永登说。
在“机票改签类诈骗”中，不法
分子发送短信或打电话联系当事
人，以飞机因故不能起飞为由，要求
当事人改签机票，或提出赔偿、退
款，引诱当事人提供银行账户等信
息实施诈骗。而在“冒充熟人领导
诈骗”一类的案件中，诈骗者冒充当
事人的领导或亲友，以自己手头紧
或需要疏通人际关系等各种理由借
钱，要求被害人转款。
杨永登提醒，群众投资理财、网
上购物、
网上交友婚恋，
一定要擦亮眼
睛、
提高警惕。凡是涉及资金问题，
务
必保持清醒头脑，多和家人、朋友商
量，
也可向公安机关咨询。一旦发现
被骗，
须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

开展散装汽油检查
4月 2
3日，为进一步规范加油
站散装汽油销售安全管理，准旗公
安局治安大队对全旗加油站进行检
查。民警认真核对了加油站销售散
装汽油实名登记信息和系统使用情
况，督促负责人加强经营管理，共
检查加油站 5家，确保散装汽油销
售安全。
王静 王续楠
开展社会治安清查行动
近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组
织开展了社会治安清查行动，对辖
区内娱乐服务、宾馆旅店等场所进
行检查。共出动警力 1
0人，检查宾
馆 3家，KTV3家，住宿人员身份信
息1
6个，从业人员 2
3个，网吧 3家，
极大地净化了辖区社会治安环
境。
王静 王续

完成第四届
“甜瓜节”安保工作
5月 3日，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
举办“建美丽乡村、享美好生活”第
四届甜瓜节。为了确保节日安全，
准旗公安局周密部署，累计出动警
力3
0
0余人次以昂扬的斗志、严密
的措施，圆满完成此次“甜瓜节”安
保任务获得主办方和观众的一致好
评。
王静 王续楠
推进“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
为持续推进“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
展，连日来，武警锡林郭勒支队努力
创新教育手段、拓展教育渠道，把开
展主题教育演讲、展评精美板报、学
唱强军歌曲、观看红色电影等活动
作为深化主题教育的有力推手，将
主题教育引向深入。 董恩强 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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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旅游景区涉外安全检查
5月 5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
副大队长郭宇龙一行对辖区，黑圪
劳湾库布齐沙漠神泉旅游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了涉外安全检查。民
警对现居住于旅游景区的 5
9名蒙
古国公民的护照和签证进行了逐证
查验，并宣传了出入境法律法规。
王静 王续楠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专题会
5月 4日，准旗公安局治安大队
召开会议部署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
罪专项行动，会议由杨林大队长主
持，全体民警参加。会上传达了旗
局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精神，就
近期全旗范围内的涉枪涉爆发案情
况谈了研判思路，对此次打击专项
行动作出精密部署。
王静 王续楠

◆经济与法

针对学生“套路贷”
10名被告人获刑

新 华 社 重 庆 5月 1
1日 电（记
者 周闻韬）针对在校大学生实施
“套路贷”犯罪，并在催债过程中实
施“软暴力”甚至非法拘禁，这起
“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案近日
在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公开
宣判。法院以诈骗罪、敲诈勒索
罪、非法拘禁罪数罪并罚对陈陶、
何垒等 10名被告人判处 1年 8个
月至 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分
别处以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 9月
至 2018年 3月期间，被告人陈陶
与何垒纠集莫晓静、刘鑫等八人，
主要针对在校大学生以“众鑫贷款
公司”
（未经工商注册）名义共同实
施“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通过制
造民间借贷假象虚高借款并单方
造成违约，恶意垒高被害人债务，
在催债过程中非法拘禁、敲诈勒索
被害人，采取威胁、滋扰等“软暴
力”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慌进而形
成心理强制，形成了“套路贷”恶
势力犯罪集团。
法院审理认为，
该犯罪集团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假借民间借贷之名，
强立债权、
虚增债务，
并肆意认定违
约，
后采用暴力、
胁迫、
非法拘禁等手
段向被害人索要虚高借款，
其行为均
构成犯罪，
遂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该案审理法官提醒：在校大学
生有消费需求但缺乏经济来源，很
容易被“套路贷”盯上。家庭、学校
和社会应共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的消费观念、
加强法律知识学习，
如
遭遇
“套路贷”
，
应保存好证据，
通过
法律途径维权或向警方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