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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女士：
春节时，单位给发了300元礼品券，根据礼品券上的地址，我们找到了这家礼品店铺，想用这张券买点东

西，但商家却称该券只能选购指定的商品，不能随意在店内挑选。但这些指定的商品大都有些残次，而礼品券
上也没有对选购产品种类进行要求，感觉商家的这种规定不合理，我该怎么办？
市消协：

这里牵扯到两种情况，首先要弄清楚单位与该礼品店是否有具体协议，就礼品种类的选择是否有相关约
定，如果两者之前有具体协议，商家的做法没有问题。如果单位与商家对此没有约定，消费者可到辖区消协部
门投诉，进行协商处理。

33年年投投了了226600万万元元，，全全没没影影了了
掉进投资骗局的不仅仅是老年人，“70后”“80后”也不少

受12%年收益诱惑

260万元投进投资公司

每个月1日，乔静的银行卡
都会有一笔“利息”到账，但
2015年元旦这天，她的手机一
直没有收到到账短信通知，1月
2日还是没收到钱，1月3日她忍
不住给大德通公司的业务经理
打了电话。对方说让她再等一
等，公司资金紧张，过段时间就
到账了。

“我开始是信任大德通公
司的，因为已经在这里投资3年
了，年收益是12%，每月月初收
益到账，从未出现过问题。”乔
静说，开始也很谨慎，只把小部
分的钱放在这家公司，后来利
息给得很及时，业务员也常打
电话，过节还送东西给她。慢慢
地她放松了警惕，把本金产生
的利息也放了进去。这三年来，
她投了180万元在这家公司，产
生的利息是80万元。开始只是
乔静一家的钱，后来爸妈的钱、

亲戚朋友的钱，通过她都投到
了“大德通”。

“我跟我老公讲，把我卖了
吧，如果能把钱要回来。”乔静
向记者陈述着自己的受骗过
程，2015年的春节她和老公过
得不知什么滋味，不敢跟亲戚
朋友讲老板“跑路”了，不敢讲
钱可能要不回来了，这个“秘
密”两个人谁也没有勇气跟家
人讲。

投资公司人去楼空

电话无人接

乔静只是一个个例，其他
人也是在今年1月份该收到利
息的时间没收到，才反应过来
可能遭遇了投资骗局。等去找，
公司已经人去楼空，电话一直
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实际上，早在2014年11月
份，青岛投资者就发现这家公
司出了问题，无法取得本金和
利息，联系业务人员，均以公司
资金紧张为由推脱。

一位投资者称，大德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宣称，为投资
者的资金寻找第三方做P2P投
资，年回报率为12%，同时由青
岛弘安泰信用担保有限公司做
担保，承诺如果出现问题，由弘
安泰担保全额退还本金。“后来
我们才知道，担保公司是他妻
子的法人，投资公司是他母亲
做法人，兜了一圈都是他们一
家人。”

记者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阅发现，市民口
中所说的“大德通投资”全称是

“青岛大德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烟台分公司”。2011年9月13

日在烟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芝

罘区分局登记注册，公司负责
人为刘桂荣。

青岛大德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烟台分公司的经营范围包
括投资管理咨询、投资信息咨
询（不含证券、期货）、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信息
咨询。从经营范围来看，这只是
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并不能吸
收存款。

9日，有四五十位投资人到
公安部门报了案。“公安局的人
让我们先把和投资公司产生的
银行流水打出来，说是涉及到
公司所属地问题，能不能立案
还得等一段时间才知道。”一位
前去报案的男子说。

市消协公布2015年十大消费警示

定定金金与与订订金金，，包包修修与与保保修修，，你你能能分分清清吗吗？？

买来散装机油

分装冒充大品牌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朱绍军 于新春 薛

伟 张卫东） 经市民举报，9日，
芝罘区市场监管局公平交易局在
南仓村查处一造假侵权窝点，经
查，对方买来散装机油，在此分装，
并贴上“斗山”的商标。

“窝点非常隐蔽，位于南仓村，
大概158平方米的平房，大门关得
严严实实。”一位工作人员介绍，现
场放着几个装满机油的大桶，正在
用吸油泵向小桶分装，小桶的外包
装则标有“斗山”字样，经销商显示
为“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
司”。

现场，执法人员共查处分装好
的机油78桶，空桶550个左右，540

个纸箱，侵权商标标签1000多个，
打印机、封口机各一台。目前，该案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出租车计价器

去年合格率为98 . 9％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莫言） 随着3·15国际

消费者权益日临近，烟台市质监
局公布了2014年民生计量器具检
定结果，出租车计价器合格率为
98 . 9％，执法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
探测仪合格率为97 . 3%。

2014年，市计量所对全市范围
内的310家眼镜店在用的验光机、
焦度计、验光镜片箱等主要验光
配镜计量器具进行了检定。其中，
验光机合格率91 . 7%，焦度计合格
率 9 4 . 8 % ，验 光 镜 片 箱 合 格 率
96 . 2%；检定5163台出租车计价器
发现，合格率为98 . 9％；共检定执
法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探测仪220

台，合格率为97 . 3%。
质监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如果

发现失准、未经检定以及超检定周
期的计量器具仍然在用的，可随时
拨打“12365”电话投诉或举报。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姜黎明

3·15来临之际，为了让
消费者更清楚理性地消费，
避免掉进消费陷阱，烟台市
消费者协会公布2015年十
大消费警示，就市民日常消
费中经常疑虑的问题进行
提醒。同时，您有什么问题，
也可拨打本报3·15维权热
线 1 8 6 6 0 5 6 8 0 3 6 、
15866371030，我们将联合
消协部门，帮您维权。

网购谨防安全陷阱

在网站选择上，要看网
站是否有ICP认证号，是否有
能够链接到工商局网站上的

“红盾”标志等。尽量采取货
到付款并要求验货后付款的
方式，或通过含有担保功能
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保
存好交易记录或相关证据。

“订金”与“定金”大不同

近年来，随着汽车消费的
普及，消费者协会收到多起汽
车消费合同投诉，烟台市消协
提醒广大消费者，签订购车合
同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正
确区分“订金”与“定金”的区
别。“订”车合同，订金性质为
预付款，如合同中未约定违约
条款，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
商的原因使买卖未能实现，所
交“订金”都应返还。

“定”车合同所付定金是
合同履行的担保，如签订合同
后买方反悔不买约定车辆，买
方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如汽
车销售商未按合同约定的数
量、质量提供汽车，应双倍返
还“定金”。

弄清“包修”与“保修”

目前市场上一些商家有
意混淆“包修”和“保修”的概
念，欺骗消费者。“包修”是一
个法定概念，是三包商品的
免费维修有效期限。三包商
品在包修期内出现质量问
题，经营者应提供免费维修，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而“保
修”期则是企业对消费者的
承诺，是“三包”商品除去包
修期以后的保修期限，经营
者在该期限内提供维修通常
要收取零件成本费。

快递要先验货后签字

选择快递服务时要注
意，选正规的、信誉高的货运
经销商，物品寄出前最好查
看对方是否持有营业执照；
仔细查看快递单，尤其注意
看清快递单背面的条款，尽
量事先约定“先验货，后签
收”；托运贵重物品时，最好
办理保价。

预付式消费有风险

要谨防预付式消费风
险，仔细考察商家信誉和经
营状况；认真阅读有关合同
条款，合同必须明确消费质
量和违约责任；不要轻易把
较大金额一次性存入消费
卡；保留发票、合同等相关凭
证，发生问题及时向有关部
门反映。

面对促销得理性

消费者购物时要睁大眼
睛，货比三家，不要受商品促
销的影响，贪图便宜购买接
近过期或不新鲜的商品。参
与“换购”活动前应问清规
则，看清换购的商品是什么，
根据消费能力和实际需要确
定购物量。

买车前得看看这些

选购汽车时一定要通过
正规渠道，交车时要仔细验
车，验收时尽量请懂车的人
一同验收；在维修期内应到
指定的特约维修点进行维修
和保养，以免失去索赔权；保
修维护以安全为先，相关凭
证要妥善保管。

保健品最爱“忽悠”老人

市消协特别提醒老年消
费者，谨慎对待健康讲座、熟
人推销、免费体验等活动，这
都有可能是保健品推销陷
阱；发现有人使用以上手段
推销保健品时，可向食品药
品管理部门举报；有病要到
正规医院治疗。

美容美发需留心

要了解美容机构资质，
看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是
否齐全；从事吸脂、隆胸、双
眼皮、隆鼻、文眉等医疗美容
服务项目的须有医疗机构颁
发的执业许可证；不要轻信
美容院的“免费午餐”。

常查手机话费

下载软件时须选择正规
下载渠道，尽量不买山寨手
机，要不定期地仔细查话费，
如发现自己无缘无故被扣
费，应及时向客服反映核实。

“我看过很多投资公司骗钱
跑路的新闻，可能是侥幸吧，没想
到这事会摊到我的头上。”一位三
十多岁的女士说，她是通过朋友
介绍在这里投的钱。

9日，记者从前来报案的投资
人群中发现，在大德通投资公司
投钱的有“70后”也有“80后”，目测
能占到一半左右，这种现象不同
于以前总是老年人掉进投资骗局
的情况。

是什么促使这些年轻人也去
投资这些高风险的“公司”呢？在采
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央行两次降
息，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是2 . 5%，
上浮1 . 3倍也只是3 . 25%，银行一年
期的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也仅在
5 . 5%左右。所以，明知投资公司动
辄10%以上的收益存在风险，很多
人还是心存侥幸地把钱投了进去，
以为自己不会是最后的接棒者。

本报记者 李娜

受骗的不仅是老人

“70后”“80后”也不少

新闻延伸

不少市民去报案时，带着好几份合同。有的家庭有多人在大德
通投资公司投了钱。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娜

“把我卖了吧，如果能要回来钱！这个年我都说不
出是什么滋味，260万，好几家的钱啊，说不给就不给
了！以前听说过投资公司‘跑路’，但这家已经开了好
几年了，哪能想到呢。”市民乔静（化名）拨打本报3·15
维权热线激动地说，陆续有七十多位市民发觉“大德
通”投资公司老板可能“跑路”了。9日，有市民到公安
部门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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