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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招聘季，一些爱美的女大学生被
“美容整容贷”机构重点锁定，在为迅速借到钱
实现“美丽梦想”而欣喜的时候，等待她们的却
是意想不到的结局。

零抵押、零担保、低利息……
诱人条件下风险丛生

刚毕业的小吴通过某招聘网站来杭州一家
公司应聘，该公司面试官表示对小吴一切都很
满意，但要求小吴在入职前必须“提升个人形
象”。由于底薪颇丰，小吴为了不错过这个难得
的工作机会，便同意了面试官的意见。

该公司一男子表示他有一家比较熟悉的美
容医院，不仅可以给小吴提供优惠，还能提供零
抵押、零担保、低利息的贷款手术，并“贴心”地
帮小吴联系贷款公司，没有多想的小吴顺利来
到这家医院进行了整形手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整容之后应聘的公司
如人间蒸发一般再也无法取得联系，小吴不仅
工作没着落，还背负了数万元的整容贷款，丰厚
的“底薪”也成了遥远的“画饼”。

在一企业实习的杭州某艺术类院校大四学
生小王一直深受青春痘困扰。在尝试过各种方
法无果后，她在抖音上偶然发现了一家美容院

发布的祛痘广告视频，在多组祛痘前后对比图
的吸引下，小王来到该美容院办理了价值上万
元的祛痘套餐并签订了分期付款协议。

然而，第一次治疗非但没有起到效果，小王
的脸上反而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反应，一边要
偿还协议上每期治疗费，一边对治疗效果心存
疑虑，这让原本满心期待的小王感到崩溃。

在求助正规的皮肤科医生治疗后，小王才
意识到该美容院涉嫌非法医疗美容，遂向卫生
监督部门举报。小王表示她是一个还算理智的
人，这次病急乱投医才上当受骗。

非法医美机构推波助澜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打着零抵押、零担
保、低利息的“美容整容贷”，暗藏诸多隐性条
款，不仅贷款利率高，而且还贷要求苛刻。贷款
机构与非法医美机构“联手”，诱导年轻消费者
提前消费、超额消费。

——“联手”设套，利益均沾。据卫生监督
部门执法人员透露，贷款平台往往和非法医美
机构是“利益共享者”，部分“美容整容贷”平台
会链接美容机构的广告，通过引流赚取一些广
告费用；有些医美机构则会主动为囊中羞涩的
客户“热心”推荐所谓“安全可靠”的贷款机构，

促成双方获利。
——行踪诡秘，社交圈“杀熟”。杭州市下

城区卫生监督所所长胡立群介绍，与一些“套路
贷”机构神龙见首不见尾类似，非法医美机构和
违法经营的美容机构也隐藏极深，大多集中在
写字楼、商场里，并且采取预约制，不提前预约
无法进入机构内部，部分经营者甚至没有固定
场所，而是通过朋友圈、视频平台等发布广告招
揽生意。

小王说身边不少同学整容，就是从朋友圈里
得到的信息。结果，等待她们的是培训几天就上
岗的“黑医”和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黑市”。

——正规机构涉险经营“增值服务”。记者
在调查中发现，一些持生活类美容机构卫生许
可的场所，也在超出经营范围，隐秘开展医疗美
容项目。在杭州市一家连锁生活类美容机构，
记者询问美容师是否有水光针注射服务时，对
方回答称:“有的，但这属于办卡会员的增值服
务，充值达到一定金额，可以请外面的专业老师
来做，只有会员才能享受超低价。”

爱美不可“任性”
消费者需提高鉴别能力

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国庆表

示，与传统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不同，近年出现
的黑恶势力活动逐渐趋于隐蔽，校园也会成为
黑恶势力的“藏身之地”，他们游走于违法与犯
罪之间，其组织形态、攫取利益的方式也在发生
改变，“美容贷”“创业贷”“培训贷”等巧立名目
的借款形式，目的都是为了设下陷阱获取利
益。多数受害大学生自控能力差，消费不理性，
缺乏法律和金融常识，容易被骗入“套”。

专家提醒，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不仅要保
持头脑清醒，还要睁大眼睛寻找正规机构治疗，
不能贪图便宜而误入不法分子设下的陷阱。

业内人士介绍，开展医疗美容活动的场所
必须是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审批后取得《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疗机构，机构核准的每
个医疗美容科目均应配备一名以上相应专业
的美容主诊医师，开展符合《医疗美容项目分
级管理目录》规定的诊疗活动，机构内的医生
持有相应专业的医师执业证书、护士持有护士
执业证书。

而普通的生活类美容场所，服务范围仅限
于皮肤表面护理，不能做侵入型的医疗美容项
目。卫生监督部门提醒，消费者要留一个心眼，
对机构许可证、人员资质证、服务项目的收费等
信息有明确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据新华社

“美容整容贷”盯上求职大学生

辽宁报刊传媒集团（辽宁日报社）拟就室外
篮球场地改造工程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现
邀请合格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一）项目名称：室外篮球场地改造工程
（二）项目地址：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4号
（三）项目规模：场 地 面 积（含 副 场）

32X18m + 围网
（四）项目材料：PU塑胶场地
（五）项目服务期：不少于8年

二、投标人应具备的资质及条件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二条规定应当具备的条件；

（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经营范
围具备体育场地设施工程；

（三）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工
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资质(含三级),有效的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拥有熟悉施工规范及施工安全管理人
员和技术员,有较强的施工能力。

（五）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应具有主管部
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六）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
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有健全的财
务管理制度，近三年财
务状况良好；

（八）在沈阳地区
拥有固定的经营场所或售后服务常驻机构

（九）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注：1.被授权委托人必须是本项目拟派项目

经理。
2.项目经理和专职安全员须为投标单位正

式员工（包括被授权委托人）。

三、投标报名

（一）投标报名应提交的资格审查文件资料：
1. 有 效 的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原 件 及 复

印件；
2.有效的企业资质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3.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原件及复

印件；
4.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
5.沈阳市建筑行业企业诚信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
6.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复印件,如果不是法定代表人亲自参加投标
的,还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明复印
件(须带身份证原件核对)；

7.获取招标文件的联系人电话和电子邮箱。

注：复印件及其余
材料需加盖投标人单
位公章。

（二）报名时间、地
点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1.报名截止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5月28日（周六、日除外）
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2.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56号辽宁

日报传媒大厦37楼
3.招标文件的获取
报名时符合招标方要求的投标者，招标方

将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招标文件到投标方指定
的邮箱。

四、招标项目实地勘踏和时间

2019 年 5 月 24 日上午 9：30，将组织投标方
进行现场踏勘和标前答疑会。（附：投标方参与
现场踏勘确认函）

踏勘地点：辽宁新闻印刷集团（沈阳市浑南
区世纪路4号）

踏勘联系人：李红军 18502418018

五、投标文件递交时间及送达地点

（一）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19年6月18日16时（周六、日除外）
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30）
（二）投标文件送达地点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青年大街 356号辽宁

日报传媒大厦
（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陈女士 024-22698458
附：

使用说明：本确认函用做投标方进行现场
踏勘的有效证明。在进行现场踏勘前，请将此
确认函交由招标方后方可入场。此确认函需加
盖投标人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吉向
前报道 5月23日14：00-6月2日14:00，劳动
路24#、劳动路26#、民强二街27#、民强二街
29#、民强二街31#、民强二街33#、民强二街
35#、民强二街37#、民强二街39#、民强二街

29#西侧楼、文贸路11#地区停气。
沈阳燃气集团提醒：如有疑问请拨打燃

气客服电话96177询问，若遇雨天，停气时间
顺延。

5月23日至6月2日这些地方停燃气

招标公告

投标方参与现场踏勘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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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一个看不够的地方，一个来了还想再
来的地方。新疆的美，无法言表，只有用身体和
心灵感知。

玉屏 13 年独创自组新疆大环线，用五年操
作经验告诉你……新疆旅游必选玉屏。

南疆+北疆+喀什深度游 20 日，游览景点：
喀纳斯、可可托海、白沙湖、伊犁、那拉提、巴音

布鲁克、赛里木.库车大峡谷、库尔勒、博斯腾
湖、吐鲁番、天池、喀什、香妃墓、帕米尔高原、
喀拉库勒湖、可可苏里、神钟山、额尔齐斯大峡
谷、布尔津、五彩滩、禾木图瓦村、伊宁薰衣草、
天鹅湖.罗布人村、千年胡杨、塔里木河、葡萄
沟、坎儿井、达坂城、独库公路、火焰山、乌鲁木
齐等。

跟随玉屏旅游去国内隐藏的绝美景点

采购项目名称

投标人全称

联系人

办公电话

传真电话

移动电话

…………………………（请投标方在此加
盖骑缝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