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线下商家

1尧 通过不法手段获
取消费者的购物信息袁冒
充商户客服人员曰

2尧通常以系统故障尧
订单重复尧物流信息存在
问题尧 给消费者进行退
款尧退货为幌子袁骗取消
费者信任曰

3尧 利用精心准备的
话术或向消费者发送野钓
鱼网站冶链接骗取消费者
卡号尧 有效期尧CVV2尧动
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袁从
而完成盗刷曰

4尧 不法分子实施盗
刷多会选择购买虚拟类
商品袁 减少发货时间袁以
免消费者觉醒遥

1尧尽量在正规尧有保
障的大型购物网站购物曰

2尧 接到以 野系统故
障冶尧野订单重复冶尧野物流
信息存在问题冶等方式进
行退款尧退货的电话或信
息袁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
网站与客服进行确认曰

3尧保护好个人信息袁
切勿泄露卡片信息与短
信验证码袁切勿点击不明
链接或回拨不明电话曰

4尧 合理使用我行交
易安全锁功能袁确保账户
安全曰

5尧 产生损失后第一
时间联系警方和银行客
服联系遥

收好防骗锦囊
“剁手”前看一看
钱袋子不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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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吴英艳
摄影报道冤距离野双 11冶购物狂欢节仅剩 4天时间袁
你的购物车里是否已经提前锁定了要购买的 野宝
贝冶呢钥每年的 11月 11日是网络促销节袁网络上各
大电商将借此机会举办大规模的促销活动袁 让网
友野剁冶到手软遥现如今袁野双 11冶已成为中国电子商
务行业的年度盛事袁 并且逐渐影响到国际电子商
务行业遥 面对如此重大野商机冶袁商家们可是铆足了
劲促销揽客袁优惠活动尧满减活动袁让你看到眼花
缭乱袁快来看看他们都出哪些野招冶遥

广告语“走心”
超低价限时抢购令人心动

野双 11冶的到来袁更多女生的心愿得到满
足袁加入购物车里的野宝贝冶终于等到时机下手
了浴 在某个购物软件上袁记者看到各种走心的
广告语层出不穷袁 例如院野错过再等 1年冶尧野心
动不如行动冶尧野限时折上 5折还不快抢冶尧野爆
品好物直降千元袁速抢冶噎噎看着这些广告语袁
相信每位顾客都被电商的野用心冶所打动袁都会
忍不住入手几件商品袁 这仅仅是商家的第一
步遥
记者从某个购物平台上看到袁线上的商家

们已经蓄势待发袁做好了各种产品预售尧开抢
的准备遥有不少网友已经在网上提前付了预定
金袁坐等野双 11冶开抢遥

网上某个服装品牌旗舰店已为即将到来
的双十一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遥 开设 野双
11冶购物栏目袁里面推荐了各种优惠的衣服尧裙
子尧还有鞋子等等袁同时送购物津贴袁每满 400
减 50袁满 800减 100袁上不封顶遥更大优惠力度
的是双 11零点开始后袁 全场 3件 8.5折袁4件
7折遥 还有额外福利袁野双 11冶当天买满一定金
额后袁限名额免费赠送背包遥
网上某个彩妆品牌旗舰店同样推出大力

度的优惠活动遥 记者进入该网店时袁某水乳保
湿套装显示即将售罄袁平台上显示已预定十多

万份袁促销力度着实不小袁价格优惠是得到这
么多网友的青睐主要原因遥该店还给顾客送出
不少优惠券尧赠品袁满足购买者抢到野便宜宝
贝冶的心理袁不少网友已在平台上为购买的商
品缴纳了预定金遥
在某日用品商店内袁同样也推出野双 11提

前购袁抢打折不用等冶系列活动袁抓住购买者
野想省钱冶的心理推出各种降价产品尧还有各种
满减优惠的价格遥 网友邢女士表示袁店铺内的
很多产品都进行降价促销袁比平时买的价格要
减少一半袁所以袁要及时入手遥
商家优惠力度强势来袭袁你这次准备野剁冶

多少钥 海口市民王女士是一名网购爱好者袁每
逢野双 11冶必定野大出血冶袁野双 11冶还未到袁购物
车就快挤满了遥 王女士表示袁虽然每年野双 11冶
各商家都推出了促销活动袁但有些产品实则不
是促销产品袁还会比平时卖得贵袁这就需要一
定的购买技巧遥 她认为袁大品牌在野双 11冶买可
以省下不少钱袁 因为平时大品牌类的衣服尧彩
妆价钱很贵袁也没有降价的时机袁只有每年购
物节的时候才会做促销活动袁所以买对的产品
才不会亏遥同时袁她提醒袁购买产品时可以多看
看网友的评论袁参考网友意见袁看价格是否优
惠袁质量是否保证再进行购买遥

实体店优惠力度不比电商差
促销产品让你“剁”不停

野双十一冶期间袁海口市区的不少实体店的
优惠力度也丝毫不比电商差袁线下商家也是各
出奇招袁 想尽一切办法激起顾客的购买欲望遥
各行各业实体商家都使出了野绝招冶袁服装店尧
彩妆店尧珠宝店尧超市尧餐饮店尧银行尧加油站等
等实体店袁都在利用即将到来的野双 11冶节日
来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遥

11月 7日袁 记者在海口海甸岛一家大型
商场看到袁商家们推出的各种优惠尧促销产品
让人应接不暇遥 商场店铺推出野嗨够双 11袁领
千元豪礼冶尧野双 11买一送一冶活动袁优惠力度
也是非常诱人遥 有些商店野双 11冶提前购袁推出
了超低价特供商品尧满额送礼品尧大抽奖等活
动遥海口市的一家大型家店卖场推出野红包满
天飞袁十亿任性花冶袁满额单单返至高返 5000
元红包袁使用信用卡刷付还可再享满减活动袁
商家直言只要销量袁 不要利润袁 令人不禁想
野剁手冶遥 还有一些实体直营店的野双 11冶促销
优惠则很直接袁 各种商品直降数目不等的金
额袁顾客觉得价格合适可当场下单遥更多有野心

机冶的商家在促销活动推出袁在野双 11冶期间消
费者只要进店就有礼品遥 此外袁珠宝店也会推
出各类诱人产品袁推出野11.11巅峰让利袁珠宝
钜惠到底冶尧野热销爆品 1折秒杀冶 等大力度促
销产品遥
海口市民林女士表示袁野双 11冶 购物之前

她会多逛一逛实体店袁如果商品的价格差别不
大的话袁在实体店购买更放心遥野因为家用电器
平时买比较贵袁所以我会提前来实体店看看有
什么优惠力度袁如果觉得特别划算袁我就会当
场下单买回来遥 冶林女士说遥

不仅是商店袁各大银行也利用野双 11冶推
出各类金融产品袁提升银行卡尧信用卡使用率遥
野双 11冶期间袁使用银行手机银行尧信用卡支付
可享受满减活动尧部分商品买一赠一袁还有超
多品牌 5折起的商品优惠遥还推出野双 11优惠
大放送袁限抢 5000万额度冶贷款活动袁双 11之
前用款年利率低至 5%袁每万元日利率低至 1.4
元遥 办理信用卡袁首刷后可享受 1元购新用户
专享首刷礼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王春棠 通讯员 冼才华冤7 日袁琼
海市公安局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袁携手共建综合指
挥调度应用联合实验室袁双方将依托信
息化平台袁加强城市数字化管理袁开创
指挥数字化建设新格局袁立足当前海南
省公安机关全力营造的野海岛型立体化
治安防控体系冶袁 强化信息化服务实战
功能袁服务保障博鳌亚洲论坛及琼海东
部中心城市公共安全建设遥

琼海公安局打造
综合指挥调度
应用联合实验室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魏铭
纬冤11月 7日袁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
公诉的刘运平涉嫌玩忽职守尧受贿罪一案一审公开
开庭审理遥
据海南省万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袁2014

年至 2017年间袁时任万宁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尧副政
委的犯罪嫌疑人刘运平分管户政及治安工作袁但刘
运平在分管户政工作过程中不认真履行职责袁致使
外省户口违规落户万宁市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曰在
分管治安工作过程中袁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
212.5万元袁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遥

非法收受212.5万元
万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刘运平
涉嫌玩忽职守尧受贿罪一案开庭

套路

线上商家

预防

开庭审理

占用海域建设透水构筑物
三亚一公司被罚 10.38万元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徐明锋 通讯员 蔡雁鹏 郭超冤 11
月 4日袁三亚海警局正式对三亚西岛海
洋文化旅游区项目违法使用海域一案
作出野责令限期改正袁责令退还非法占
用海域袁 恢复海域原状袁 罚款 10.38万
元冶的行政处罚决定遥

9月 10日袁三亚海警局在三亚西瑁
洲岛附近海域执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和海洋环境保护专项执法巡查任务时袁
发现三亚某公司在西岛海洋文化旅游

区冬季码头尧夏季码头尧娱乐码头等项目
建设过程中袁 涉嫌在三亚珊瑚礁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实验区范围内违法用海袁擅
自改变海域用途遥 经对涉案违法用海的
面积进行测量袁 发现擅自改变海域用途
建设透水构筑物 2359平方米袁未经批准
非法占用海域建设透水构筑物 245平方
米遥三亚海警局根据相关规定袁对三亚某
公司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违法行为责令
限期改正袁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袁恢
复海域原状袁并罚款 10.38万元遥

违法用海 警企合作

打折促销尧满额送礼品尧超低价限时抢购噎噎
备战“双 11”，抢分“蛋糕”

线上商家“秀花样”
实体店纷纷“亮剑”

你准备好野剁手冶了吗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