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58同城找人疏通马桶花1 . 9万元？
4元成本疏通剂增百倍售卖，警方捣毁牟取暴利诈骗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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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调整优化网点
布 局 ，更 好 地 支 持 强 省 会 战
略，全面提升金融服务效能，
经监管部门批准，莱商银行济
南分行于11月22日乔迁新址，
由历下区历山路7 3号迁址至
历下区洪山路1号，跨入新的
发展里程。

作为服务济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金融先锋，莱商银行济南
分行成立十二年来，在各级党
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下，坚守“服务当地经济、服
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
市场定位，因地制宜、勇于探

索，积极服务支持全市经济高
质量发展，努力为广大市民提
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在与地
方经济的和谐互动中，逐步摸
索出适合自身的本土化、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路径，各项业务
实现稳健发展，客户满意度和
社会美誉度不断提升。

新面貌彰显新气象，新起
点展现新作为。本次迁址，是济
南分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既为分行不断取得新成绩、
迈上新台阶注入了强大动力，
也为加快转型发展、全面提升
金融服务水平提供了有利条

件，更为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支
持科创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
略等工作提供了广阔平台。

新征程任重道远，新使命
催人奋进。莱商银行济南分行
将紧紧围绕各级党委、政府和
监管部门的决策部署，深刻把
握“走在前、开新局”目标要求，
秉承高质量稳健发展理念，继
续发挥自身优势，强化金融科
技赋能，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助
力实现共同富裕，着力打造客
户放心满意的“敏捷、普惠、快
乐、清廉、价值”银行，为强省会
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砥砺奋进十二载 不负韶华再出发
莱商银行济南分行顺利乔迁新址

记者 陈晨

成本4元的疏通剂售价485元
疏通一次马桶狂倒10瓶

据澎湃新闻报道，上海市民曹先生家
的马桶堵塞，通过58同城联系到一名维修
工。上门后维修工人给出两个解决方案，一
是敲开地砖检修管道，二是使用售价485元
一瓶的专业疏通剂。当时正值深夜，为避免
扰民，曹先生选择了第二个方案。没想到维
修工先后拿出了10瓶疏通剂倒进了管道
中，在机器操作下，10分钟完成了管道疏
通。曹先生总共花费了4850元。另有一位上
海市民王女士也遭遇同样情况，在她质疑
疏通剂价格时，维修工向她展示了疏通剂
的网上售卖页面，显示售价四五百元。

上海警方接到报案后，经过调查发
现，有个诈骗团伙专门以疏通管道为名，
推销高价管道疏通剂牟取暴利。该团伙成
员在进行相关话术培训后，通过网络接
单。同时还在网购平台开设店铺，挂上疏
通剂的链接，并依靠“刷单”“刷评论”的方
式提高商铺好评率和销售量。维修工能从
每瓶疏通剂中获得40%抽成。据悉，消费
者往往需花费3000元至5000元为管道疏
通服务买单，最多一单竟高达19000元。经
警方核实，每瓶售价428元至485元不等的
疏通剂成本仅为4元。

一名犯罪嫌疑人讲述，上门维修时给
客户的两个方案，正常客户都会选第二种
方案使用疏通剂。然后他再找个理由将客
户支开，趁机多倒几瓶。如果客户质疑价
格，就向客户展示网购平台页面上的价
格。如果遇到防范意识比较强甚至要报警
的客户，他就会选择收取基本的维修费

“息事宁人”。

扔了一次卫生纸
马桶堵塞得拆了才能疏通

记者搜索发现，在黑猫投诉平台，关

于疏通马桶的投诉有300多条，其中不乏
上述情况。

一位南宁网友投诉，马桶堵塞后通过
58同城找人疏通，疏通师傅到场后，先简
单用工具疏通了两三分钟，说有东西堵
了，需要疏通剂才能通，一瓶疏通剂360
元，倒完一瓶后没有通开，又倒了一瓶。整
个过程不到10分钟，收费从最初的50元升
至800元。

一位大连网友投诉也有相同遭遇，马
桶堵塞后，从58同城找了一家称需要50元
费用的疏通公司。结果工人上门后告知需
要用疏通剂，并先后用了两瓶，最后网友
一共支付870元。后来网友意识到被骗进
行了投诉，收到58同城客服回应称，当时
使用的疏通剂，网上卖388元一瓶。

济南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
他所住的公司宿舍马桶堵了，通过58同城
找了一名维修工，“当时58同城上写着疏
通一次就几十块钱。”没想到上门后，维修

师傅表示，正常疏通不了，只能将马桶拆
掉再疏通，“最后花了好几百。”

同样的遭遇济南市民吕先生也遇到
了，维修工称，只能将马桶拆掉才能疏通，

“我当时就是因为往里扔了一次卫生纸马
桶才堵了，没想到疏通要拆马桶，最后花了
五六百元。”事后吕先生想了想，觉得自己
被套路了，“感觉正常疏通应该能通好。”

11月23日中午，记者在58同城搜索
“疏通马桶”，以消费者的身份随机拨打了
几个电话。一名维修工表示，上门疏通马
桶需要120元。记者询问是否会有其他消
费时，维修工表示得看现场情况，如果要
拆马桶，则要另外收费，不过总的费用也
就两三百元。

另一名维修工则表示，疏通费为100
元。在记者询问是否要额外使用疏通剂
时，维修工表示，确实有其他维修工会使
用价格昂贵的疏通剂，但他不会使用。不
过如果需要拆卸马桶，就要另加费用。

天价疏通费被媒体曝光后，
有网友留言称，“几千块钱都够买
个新马桶了。”有网友分享了自己
的遭遇：在58同城找人给4台空调
移机，最后花了3800元；从58同城
找人开锁，套路满满，把门锁撬开
了再卖锁；还有网友留言称：东西
从不修，直接换，价格他们随便
开……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
现，网友投诉遭遇天价疏通费的，
除了投诉58同城外，也有投诉美
团、闲鱼、淘宝等其他平台的。

有媒体报道，套路满满的“天
价维修”并不仅仅是家政公司单
方面主导的。在竞价排名和流量
推广费的加持下，58同城这样的
本地生活平台与家政公司形成了
利益共同体，最终导致这种欺诈
消费者的行为在平台上肆意滋
生，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3月，
58同城及其他几个平台涉嫌发
布虚假车源被四川省消委会约
谈。同年3月，58同城因搬家服务
明码标价不规范被合肥市市场
监管局约谈。

有媒体报道，2022年1月，北京
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都分公
司被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4 . 8万元。
具体事由为，当事人作为58同城平台经营者
未按规定对入驻平台内的经营者核验行政
许可等真实信息尽到审核义务，违反了《电
子商务法》相关规定，构成违法行为。

正如有网友说，套路可多了，马桶堵塞、
修电器、修管道、修智能设备等等，就仗着用
户不懂又急着用，各种乱收费，关键还有对
应话术，你还没法理论。是该好好治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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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8同城找
人上门疏通马桶，
最后花了 1 . 9 万
元？近日，上海警
方捣毁了一个“以
疏通管道为名，推
销高价管道疏通
剂牟取暴利”的诈
骗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37名，涉案
金额逾600万元。

成本价4元的
疏通剂，不仅价格
增百倍售卖，还
在疏通马桶时一
次使用多瓶。网
友直呼网络平台
上的多种服务套
路太多，是该好
好治理了。

涉涉案案的的疏疏通通剂剂

稳预期增后劲 我国民间投资将迎扩容提质
记者 赵婉莹

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一
半以上，是稳增长、调结构的重
要力量。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
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
支持民间投资参与102项重大工
程等项目建设、支持制造业民间
投资转型升级等21条举措。专家
认为，用市场办法、改革举措激
发民间投资活力，有利于调动各
方投资积极性，促进稳投资稳增
长，更好稳定市场预期、增强发
展后劲。

着力扩大民间投资

民间投资是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主力军。今年以来，我
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的比重
超过55%。不过，受国内外复杂
经济形势影响，民间投资增速有
所放缓。前三季度民间投资累计
同比增长2 . 0%，比整体投资增
速低3 . 9个百分点。

根据《意见》，除了已确定的
交通、水利等项目在招投标中对
民间投资一视同仁外，还将支持
民营企业参与铁路、高速公路、
港口码头及相关站场、服务设施
建设。鼓励民间投资以城市基础
设施等为重点，通过综合开发模
式参与重点项目建设。鼓励民营
企业加大太阳能发电、风电、生
物质发电、储能等节能降碳领域

的投资力度。
支持民间投资参与科技创

新项目建设，也将进一步拓宽民
间投资领域。其中，鼓励民间资
本积极参与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能源研
发创新平台、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
台建设；鼓励平台企业加快人工
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操作系
统、处理器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
等成为重点方向。

重大项目建设钱从哪里来？
据悉，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
撬动作用方面，将利用投资补
助、贷款贴息等方式，用好政府
出资产业引导基金，推动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等；在

加强民间投资融资支持方面，将
建立和完善社会资本投融资合
作对接机制、加大对民营企业发
债融资的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
业创新融资方式等。

提升民间投资质量

在拓宽民间投资领域的同
时，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发展
成为施策重点。《意见》提出，支
持制造业民间投资转型升级，
鼓励民间投资更多依靠创新驱
动发展，引导民间投资积极参
与乡村振兴等。其中，明确鼓励
民营企业积极加大先进制造业
投资，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鼓
励民营企业应用先进适用技
术，加快设备更新升级，推动传

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转型升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
季 度 ，制 造 业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16 . 5%，远远高于民间投资整体
增速。“制造业投资中，民间投资
占比约为七成。当前支持制造业
民间投资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
迫切性较高。”东方金诚首席宏
观分析师王青表示。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范
若滢表示，拓宽民营企业投资空
间，有利于增强制造业投资韧
性，增强经济动力。同时，提高民
间资本参与新基建项目、产业转
型升级、高技术发展、环境保护
等领域的积极性，也有利于促进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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