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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相亲会周末南湖公园举办

3300岁岁左左右右““优优质质女女””不不想想再再等等了了

商家已经关门
团购商品仍卖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 (记者
胡阳 ) 9日，市民王女士兴冲

冲地在美团网团购了一家烧烤
店的代金券，想趁着周末与亲朋
好友聚餐，结果却吃到了“闭门
羹”。原来，商家早已关门，美团
客服回应说，一般商家停业会提
前告知美团，如果客户团购券不
能使用，确认情况后会给客户退
款并下架商家信息。

9日一早，王女士在美团网
团购了财源街道七里小区附近
一家烧烤店的代金券，本想着晚
上和朋友一起聚聚。“晚上6点到
了烧烤店，店铺门上已经贴出转
让公告，但美团网网上的代金券
团购还在继续，不知道会不会有
人和我们一样白跑一趟。”王女
士郁闷地说。

泰城的孙先生也遇到了同
样的问题，他团购了一张水煮鱼
店面的代金券，想使用时发现店
已经关门大吉了。“后来，我团购
的这家店的信息在团购网上还
是能找到，在继续出售。”孙先生
说，他开始还以为小吃店又恢复
了营业，前几天在附近逛街时又
去了一趟，小吃店仍是大门紧
锁。“店关门了，团购信息就该撤
下了，怎么还能继续出售呢?”

日前，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王女士团购这家店的团购信息，
发现仍能正常购买。10日，记者
拨通店主的电话，店主侯先生也
很纳闷，“我的店在8月底就停止
了营业，当时也告知了团购网
站，要他们撤下团购信息，怎么
可能现在还在参与团购。”

美团网客服工作人员回复
说，与每个商家合作前，我们都
会进行信息审核，遇到停业的情
况，一般店家会提前告知，从而
下架团购商品。如果有客人购买
的团购券或者代金券因停业不
能使用，也会经过审核后退款，
并把店家团购信息下架，同样，
遇到问题，也可拨打美团客服电
话4006605335进行咨询。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 (记
者 王世腾 ) 1 0日，本报联
合南湖丽景联合举办的公益
相亲会报名持续火热。本周末
相亲会将在南湖公园正式开
始。在众多报名者中，有许多
条件好的30岁左右的女性，从
2 5岁一直在挑人，结果变成
“剩女”。

10日，本报相亲会编辑部
报名点一天有40多人报名。50

多岁的刘先生为他女儿来报
名。“女儿今年31岁了，还没个
对象，快愁死我们了。”刘先生
说，她女儿在北京读完本科和
硕士后，听了父母的话回到泰
安工作。一开始女儿在泰安移
动工作，被分配到下面的县市
区工作。工作三个多月后，女
儿自个辞职后重新找工作，进
入泰城一家上市公司。“她一
直忙着工作，也相过几个对象
但是一直没碰到合适的。”刘
先生说，女儿性格比较内向，
长相、家境都不错，二十多岁
就有很多人介绍对象。每次见
面回来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
行。开始是女儿挑别人，现在
换成别人挑女儿。

王女士说，女儿今年 2 9

岁，在政府部门工作。女儿刚
毕业时，追求她的人很多，开
始她还出去见见，后来直接光
看照片不看人。“女儿想找个
工作、家庭条件差不多，看着
还得顺眼。”王女士希望女儿
能降低择偶标准，在相亲会上
遇到合眼缘的，赶紧结婚了父
母心病。

截至目前，本报相亲会已
有200多名报名者，其中30岁
左右的女性占了不小的比例。
她们大部分条件非常优秀，在
企事业单位工作、长相出众并
且家境较好。这些女孩大都从
20几岁挑到30多，报名时由父
母代替报名，择偶要求时都对
另一半都有些特定的要求。

“孩子年龄大了不好意思
来报名，现在年龄大了，对另一
半的条件也放宽了。”市民王女
士说，以前孩子找对象必须要
求另一半的身高在1米8以上，
单位必须是事业单位，还不能
是农村出来的，但是随着年龄
越来越大，条件也在慢慢放宽。
现在另一半只要有个固定工
作，身高1米75以上就行。“既然
都剩下了，条件要求也没那么
高了，现在见了这么多，人好还

是最关键的。”王女士说。
今年七夕相亲会过后，不

少市民希望本报继续举办相亲
会找到生命中的另一半。为满
足广大单身男女的需要，本报
将联合南湖丽景在11月14日至
16日在南湖公园举办大型相亲
大会，为泰安众多单身男女搭
起鹊桥，开启浪漫之旅。相亲会
现场将举办系列温馨热闹的互
动，鼓励报名者充分展示个人
风采，寻到满意的TA。

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报
名时需要出示本人身份证。父
母给孩子报名的，需出示孩子
的身份证或复印件。如想在相
亲卡放照片可提供5寸或7寸
个人靓照1张(电子版最好)。如
亲友代报名，则需提供报名者
所有信息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即日起，单身男女均可报
名，报名人数不限。欢迎企事
业单位集体报名。报名咨询电
话0538—6982106。报名地点：
泰安市望岳东路中七里服务
中心4楼，齐鲁晚报·今日泰山
编 辑 部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2096777、2096778。报名地点：
灵山大街与南关大街十字路
口南行200米路西。

微微店店卖卖完完假假货货 又又把把买买家家拉拉黑黑了了
市工商部门：微信朋友圈不是交易平台，不能做买卖

本报泰安11月10日讯(记者
王世腾 ) 10日，泰城一家医院的
两名护士姐妹一块报名本报相亲
会，填写报名表时，两姐妹共同协
商择偶要求。

“以前她把精力都放在工作
上，都没时间谈恋爱，现在想通过
相亲会一块告别单身。”段女士说，
她今年25岁，毕业后就参加工作当
起护士。“当护士就是大空没有，小
空不断。”段女士说，现在是每两个
星期休息一天，节假日的时候六天
只休息三天。每次都是看日历才知
道今天是星期几，平时只是记得到
哪天该休班了。

“我俩平时都在一块上班，看

报纸后，就一块来报名了。”李女
士说，她们俩也曾经想过亲，但是
相亲的时候，有许多男士谈起话
来非常现实。“要么问工作在哪，
工资多少，有没有房子，比女生都
现实。”

“我想找个心眼好的，不求轰
轰烈烈只求平平淡淡。”李女士说，
她俩都是25岁，想找个27岁到30岁
之间，身高在1 . 75米以上，工作稳
定。在婚房一项，姐妹俩商量了起
来。“要是能碰到一个心眼好，家里
没房也行。”李女士说，对于对方的
择偶的这些要求，两姐妹都感觉是
条条框框。如果能碰到合适的，谈
得来，择偶要求都不重要。

护士姐妹一起报名相亲会

2014年1月26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
《网络交易管理办法》，办法第七条规定：从事网
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
工商登记。

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应当通过第三
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动 ,并向第三方交易平台
提交其姓名、地址、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联系方式
等真实身份信息。具备登记注册条件的，依法办
理工商登记。

本报记者 邓金易

“双十一”到了，不少商家都已开启狂欢模式，在微信朋友圈里也是
如此。但因为朋友圈并非专业第三方交易平台，很多消费者虽然看起来
抢到了便宜货，但最终只能吃闷亏。

胡女士最近在朋友圈看到一条消
息，说是参与某商家的“刮刮乐”活动，
就有机会得到电影票等奖品。看完后
她挺动心：“参与这个活动又不花钱，
我就试了试，结果真中奖了。”胡女士
到该商家去领奖，却被告知，“双11”起
中奖的才算，现在都是试运行。

蒋女士也是在朋友圈参加集赞活
动，说集齐32个赞就能领到一份小饰
品。商家同样以“双11”才开始活动为
由不给兑奖。

泰安市工商局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此前接到过此种情况的投诉，“企业
一旦将活动公布，就相当于已经给消
费者作出了承诺，以‘操作失误’或‘活
动推迟’为由不给消费者兑奖，属于欺
诈行为。在过去我们接到的投诉中，在
我们的调解下，商户都给消费者进行
了兑奖。”

宗国表示，商家采用谎称有奖的方
式进行销售，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一旦商家有这种情况，监督检查
部门会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双十一”前微商搞抽奖

中奖后商家却不认账了

家住泰城东岳大街一小区的曹
女士20多岁，喜欢赶潮流，最近微信
朋友圈交易很火，她在网上搜到一个
代购韩国化妆品的微信账号，看了下
图片觉得不错，正好该账号又正在搞

“双11”的优惠活动，就添加了这个微
信。

在跟这个卖家聊天的过程中，她
觉得卖家人不错，就提前将钱汇入卖
家账号。等到收到货，通过跟专柜比
对，却发现是假货。这时曹女士再跟卖
家联系，卖家先搪塞了几句，就将曹女
士拉黑了。“我问她为什么产品包装跟
专柜不一样，她告诉我是因为更新换
代快。我再追问下去她就将我拉黑
了。”曹女士说，她现在根本联系不上
她，想退货都不行。

对此，泰安市工商局市场科姓张
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公布的《网络交易管理办法》
规定，从事网络商品交易的自然人，应

当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开展经营活
动。“微信并不属于一个第三方交易平
台，朋友圈也不是用来开展交易的。”

泰安市消费者协会办公室副主任
宗国也提示消费者，在微信朋友圈购
物，一定要先跟卖家要求提供营业执
照。“很多微信朋友圈里的经营主体根
本不合格，他们并没有营业资格，也无
法给消费者开具发票，这样消费者一
旦受骗很难维权。”

宗国还提醒道，朋友圈还有从事
食品交易的，这些更需要资质。“经营
食品，一定要在当地的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拿到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向当
地的工商部门注册，并拿到营业执照
才可以。否则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
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
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
倍以下罚款。”

朋友圈花300元买韩妆

收到假货还被微店拉黑

相关链接

如果您有关于“双十一”的购物维权经

历或者分享，请微信关注“齐鲁晚报今日泰

山”，腾讯微博@齐鲁晚报-今日泰山、新浪微

博@齐鲁晚报-今日泰山或直接致电本报热

线0538-6982110。在“双十一”到来之际，给即

将要购物的市民提个醒。

图为曹女士跟化妆品代购商家的聊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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