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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3月15日，在珠澳口岸人工岛澳门口岸管理区边

检大楼举行的仪式上，粤方代表将防务交接象征物
“港珠澳大桥人工岛模型”交予澳方代表。

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获悉，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
管理区获批准自2018年3月15日零时起正式交付澳门
特别行政区使用，并依照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
辖。广东、澳门两地15日零时举行交付仪式。

一年一度“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
来，近期海淘假货事件密集曝光，再次敲响
消费警钟。在海淘假货产销链条里，不仅产
品本身造假，购物小票、入境证明、快递信
息皆可造假，让消费者防不胜防。

“爆款”是造假重灾区

有人花重金研制配方以假乱真

假冒品牌化妆品8万多件，涉及多个国际
大牌，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近期，江苏
苏州警方经过6个月的侦查追踪，破获一起特
大生产、销售伪劣品牌化妆品案，牵出一条
海淘假货生产链。其中，一个制假售假窝点
的假冒伪劣化妆品，警方动用了3辆卡车才清
空。

窝点仓库内的假冒产品大多数是正品专
柜长期断货的“爆款”，比如一款品牌唇
膏，专柜价格近200元，正常“海淘”渠道需
要加价才能买到。犯罪嫌疑人将这些假货以
正品的名义，通过多种网购平台销往上海、
广州、北京等地。

苏州警方调查发现，为了以假乱真，不
法分子花重金研制配方，制造出来的假冒化
妆品不仅外包装和正品几乎一样，甚至连气
味、颜色、质地、使用效果也极为相似。办
案民警在取证过程中曾让多名正在使用正品
唇膏的测试者检验，无人能一次辨别真伪。

据了解，假冒化妆品成本只要十几元甚
至几元，但成品价格可以翻几十倍甚至上百
倍。湖南省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余芳
说，海淘假货问题，大量集中在所谓的“爆
款”。因为这些产品知名度高，销售火爆，
假货容易卖出去，并且能够获取高额利润。

海淘各环节“套路深”

购物小票、快递信息皆有假

尽管不少跨境电商宣称“100%正品”
“假一罚十”，但由于跨境购市场主体多、
交易链条长等原因，消费者在每个环节都可
能遭遇谎言和陷阱。

一方面，货源难保障，造假掺假花样繁
多。一位跨境电商行业人士说，大多电商平
台采取向贸易商采购或者吸引卖家入驻的模
式，这很容易出现造假问题。即使有的跨境
电商平台宣称全部直采自营，也难以确保采
购人员买到正品。

在广东做过海淘业务的知情人士范平
（化名）说，一些贸易商“搞名堂”，刚开
始供应的全是真货，随着销售量增多，开始
掺假。有的假货源头在国内，然后“海外镀
金”，有的进口大桶原料，在国内进行灌装
和包装。

另一方面，物流猫腻多，凭证眼见并不
为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海淘商品从采购
到进口的各种单证至关重要，而这些都成
了 造 假 对 象 。 连 购 物 小 票 都 能 “ 动 手
脚”，可以录入和修改相关信息，标价随
意填写。

范平告诉记者，卖家常用的手法是“掺
着卖”，真假单证混在一起。比如销售1000
件商品，10件是通过正规渠道进口，有正规

采购详单、受权经销证书、关税清单、发票
等，另外990件则是非正规渠道的产品甚至假
货。

“如果订单量大，有的快递公司帮着造
假。”范平说，快递公司可以随意更改发
货地点，消费者看到物流信息显示“商品
已从保税仓寄出”，实际上可能是从内地
发货。

海淘还需跨过

维权关、安全关、监管关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中国跨境电商规模
已稳居世界第一，接下来还需跨过维权关、
安全关、监管关，让消费者能够真正放心海
淘。

——— 维权关：海淘莫成消费维权“真空
地带”。在北京工作的韦女士，是一位网购
达人。她说，在跨境电商平台购买到疑似假
货后，没有办法鉴定真伪，也退不了货，只
能自认倒霉。

范平说，跨境电商平台一般不支持消法
规定的“七日无理由退货”。如果消费者坚
持退货，需要出具证明商品有质量问题或者
是假货的检验报告。卖家正是抓住消费者
“怕麻烦”的心理，不担心遭投诉维权。

——— 安全关：产品安全责任不能“一免
了之”。美妆个护品、母婴用品、营养保健
品是海淘主要品类，也是事关健康安全的高
风险产品。而跨境电商平台一般都有“免责
条文”，声称境外物品适用的标准可能与国
内不同，由此造成的危害由消费者承担责
任。这导致一些有安全风险的产品通过跨境
电商直邮等形式流入国内。

——— 监管关：跨境电商还应堵住监管漏
洞。余芳认为，海外商品进口的监管难度确
实比内贸大，跨境电商行业要加快建立诚信
体系、统计监测体系、风险防控体系和溯源
体系，并有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来
创新监管方式。

（新华社长沙3月15日电）

据新华社电 韩国检察官15日说，前总统李明博
承认任职期间从国家情报院“受贡”1 . 07亿韩元（约
合63万元人民币）。

韩联社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一名检察官为消息
源报道，李明博前一天接受讯问时承认，他任总统期
间经由身边助手从时任国家情报院院长元世勋处拿到
这笔“特别经费”。只是，李明博拒绝说明“贡款”
去处，否认妻子金润玉涉案。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检察官说，李明博还承认从
出售兄长所持地皮的交易中拿走67亿韩元（3960万元
人民币），用于改造自家住宅。他坚称，这笔钱属
“借款”。

李明博否认其他全部指控。
三名与李明博关系密切的前助手接连招供，把矛

头指向李明博。那名检察官说，李明博接受讯问时辩
解说，这些人“为与检察官达成交易而做假口供”。

检方后续将综合考虑侦查结果和李明博供述内
容，决定是否向法院提请逮捕令。

3月12日，日本财务省公布调查报告，
该省去年向国会提交的有关安倍友人笼池
泰典购买国有地块的相关文件中，共14份
200多处被财务省官僚篡改。被删除的内容
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森友方面向财务省表
示，学园曾受到安倍晋三夫人安倍昭惠的
高度肯定，以及数名前高官为森友向财务
省关说的事情。

众所周知，去年的“森友学园”事件中，外
界普遍质疑，安倍替笼池泰典向财务省施压，
让森友方面以一折多的极低价格买到国有土
地。安倍极力撇清自己与森友方面的关系，甚
至放言“自己与妻子若与此事有关，就辞去首
相”。2017年4月，财务省应在野党的要求向国会
提交的相关文件，确实很配合安倍，删去了所
有与其相关的内容，最终也是因缺乏切实证据
而让安倍勉强躲过一劫。

这次公布的文件表明，安倍去年说自己
以及妻子与此事无关，其实是在说谎，而且
为了掩盖这个谎言，还通过篡改文件来制造
更大的谎言，因果连环，导致目前的困局。
森友事件死灰复燃，让安倍重陷漩涡，真是
应了一句俗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该丑闻之所以曝光，安倍自身存在问题
这不消说，《朝日新闻》的功劳也不可抹
杀。一向与安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份日本
第二大报，一直受到政府打压，也正因为
此，该报成为监督安倍的急先锋。正是《朝
日新闻》3月2日报道了篡改事件，才迫使篡
改的当事者时任财务省理财局长、此后被安
倍政治酬庸提拔为国税厅长官的佐川宣寿辞
职，同时财务省也不得不启动调查程序，让
篡改的事实大白于天下。目前，丑闻已经沉
重打击了安倍政府。

首先，安倍是政府首脑，财务省作为其
领导下的中央机关，居然有组织地伪造文
件，就算安倍与此事确实无涉，也难以避免

领导责任。而其政治盟友、财务相麻生太郎
作为直接领导，所受压力更甚安倍，不仅在
野党、甚至自民党内也有声音要求其辞职。
安倍内阁所受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外界怀疑是安倍指使篡改文件。
目前安倍和麻生，实际上是希望财务省、特
别是已经辞职的佐川宣寿能扛下所有的罪
责，承认是他们揣摩上意、为讨好安倍而主
动篡改文件。有些亲安倍的媒体也在渲染这
种说法，甚至将安倍形容为被一群自以为是
的奸佞小人暗害的无辜者。但更多的人怀疑
是安倍指使篡改文件，众所周知，财务省与
安倍一向有矛盾，难以想象在没有压力的情
况下会有组织地替安倍遮掩。作为篡改文件
的直接受益者，外界有理由相信就算不是安
倍本人，也会有其身边人运作此事。去年
“加计学园”事件时，前文科省事务次官前
川喜平就证实，安倍的亲信曾向其施压要求
该省为加计学园设立兽医学部开绿灯，因此
在“森友学园”事件中也可能发生类似事
情。

第三，影响安倍的支持率。内阁支持率
是安倍的“生命线”，正是靠着长期处于高
位的内阁支持率，安倍声称获得民众的支

持，才能压制党内反对派和在野党的反抗，
控制官僚体系，形成所谓“一强独大”的局
面。篡改事件让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受到重
创，势必导致内阁支持率的下行，对安倍而
言，如果支持率下跌幅度大，可能动摇其地
位，之前敢怒不敢言的反对派恐怕也会一一
跳出来挑战他，本来风平浪静的9月总裁选连
任之路也将变得坎坷难行。

对安倍而言，目前最值得庆幸的是，公
布的这些文件尽管提到了安倍与其妻子安倍
昭惠，但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安倍主动为森
友关说。如果有直接证据，那么安倍就难以
避免“下台一鞠躬”的命运。

对安倍而言，让佐川为此事背锅，将此
设定为止损点最有利。在野党也是看到了这
一点，极力要求国会传唤佐川作证。因为日
本法律规定，在国会作伪证会被追究刑事责
任，佐川如果应讯，如果说出对安倍不利的
证词，或许对安倍而言将面临更大的危机。
也正因为此，自民党一开始拒绝传唤佐川，
但面对民意的汹汹压力，自民党干事长二阶
俊博不得不表示接受在野党的提议传唤佐
川。佐川的证言，或许会让动荡的日本政局
变得更加波涛汹涌。

李明博承认

“受贡”上亿韩元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５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日前公布１０起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典
型案例。

２０１７年７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办、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等９部门部署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食品保健食
品欺诈和虚假宣传整治行动。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各级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共检查食品保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８７
万家，查处违法案件１．２万余件，已经并将陆续向社
会公布，此次公布的１０起案例则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湖南衡阳周某等人利用互联网销售添加西布曲
明、酚酞等国家禁止添加药物的食品，涉案货值２亿
元；浙江湖州胡某等人生产销售的食品中，在６个批
次“亿好酒”中检出地塞米松、吲哚美辛，在４个批
次“益草康”中检出双氯芬酸钠，涉案货值１０００多万
元；重庆余某等人无证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西布曲明
的食品（欧雷顿Ｚ７咖啡），涉案货值１０００万元。以
上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置。

另外７起典型案例分别是：北京延庆北京奶鲜生
食品有限公司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生产活动和标注虚假
生产日期案、广东广州恒元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未经
许可销售食品保健食品案、辽宁鞍山康寿家园保健品
店生产销售非法添加药品的食品案等。

食药监总局公布１０起

食品保健食品欺诈

虚假宣传典型案例

每个环节都可能遭遇谎言和陷阱

海淘为何这么多“坑”？

据新华社华盛顿３月１４日电 美国海军１４日表
示，一架海军Ｆ－１８“超级大黄蜂”喷气式战斗机当
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基韦斯特附近坠入海中，机
上两名飞行人员死亡。

美国媒体援引军方消息说，这架双人座战机当时
正在进行飞行训练，在距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一处机
场跑道约一英里处坠入浅海。两名飞行员在飞机坠海
前弹射出舱。

美国海军大西洋航空兵发言人戴夫·赫克特说，
事故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约１６时３０分，７分钟后搜救
警报响起，３分钟内搜救人员到达现场，随后找到机
上飞行员和一名操作武器系统的军官。

美国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飞机坠海前，看上
去在空中发生了爆炸并起火燃烧。

美国海军一战机

训练中坠海致两人死亡

“地价门”发酵对安倍影响几何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霍建刚

众所周知，去年的“森友学园”事件
中，安倍极力撇清自己与森友方面的关系，
甚至放言“自己与妻子若与此事有关，就辞
去首相”。

这次公布的文件表明，安倍去年说自己
以及妻子与此事无关，其实是在说谎。目
前，丑闻已经沉重打击了安倍政府。

■提要

安倍有意与金正恩

面谈“绑架问题”
据新华社电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4日

说，围绕“绑架问题”，日本政府不排除首
相安倍晋三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
可能性。

“绑架问题”指上世纪70年代末朝鲜特
工人员绑架日本人到朝鲜的遗留问题。朝方
2002年承认绑架13名日本人，其中5名日本人
后来回国。朝方说，其余8名日本人已经死
亡，“绑架问题”已经解决。日方则认定朝
方没有提交8名日本人命运的确切证据，怀疑
朝方与更多日本人失踪有关联。

根据安倍的承诺，“绑架问题”是本届
政府的“重点工程”，也是他本人的“终生
事业”。按日本媒体说法，在美国和韩国将
分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面的背景下，日本
担心成为“局外人”，影响“绑架问题”和
其他方面利益。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3日透露，日本政府
正在探索日朝首脑会面的可能性。

针对这一说法，菅义伟14日证实有这种
可能性。菅义伟说，美韩领导人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会面之前，日美韩三国应首先密切协
调政策。在这一基础上，日本将从解决绑
架、核和导弹问题的角度出发，考虑最有效
的应对策略。

路透社报道，每当安倍所获民意支持率
下跌，都会出现“安倍要与金正恩会面”的
传言。鉴于安倍现阶段身陷“地价门”丑
闻，他可能希望借这一机会提振人气。

□新华社发

“3·15”国际消费
者权益日到来之际，海
淘假货事件密集曝光，
再次敲响消费警钟。

由于海淘市场主
体多、交易链条长、
物流猫腻多、以假乱
真现象突出，消费者
在每个环节都可能遭
遇谎言和陷阱，令人
防不胜防。

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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