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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A股市场小幅回调，科创板4只新股上
市。

当日，上证综指以 2992.04 点开盘，全天震
荡下行，最终收报 2978.60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12.97点，跌幅为0.43%。

深证成指收报9860.97点，跌77.64点，跌幅
为0.78%。

创业板指数跌 0.60%至 1703.02 点；中小板
指数跌0.82%至6277.12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上涨品种逾 800
只，下跌品种近 2800只。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约25只个股涨停。
科创板方面，当日4只新股上市，涨幅最大

的 N 华熙上涨 78.07%，跌幅最大的中国电研下
跌18.54%。

板块概念方面，通用航空、航母产业、大飞
机涨幅居前，涨幅逾 1%；猪肉概念、大豆、乡村
振兴跌幅居前，前两板块跌幅逾3%。

当日，沪深 B 指也随之下跌。上证 B 指跌
0.59%至 263.13 点，深证 B 指跌 0.14%至 907.45
点。

据新华社

A股小幅回调 科创板4只新股上市
来自高盛的专家表示，维持“超配”A

股的观点；沪深 300 指数年内基于基本面的
目标是 4200 点；乐观假设在投资者对风险
没有畏惧的情况下，沪深 300 指数有望挑战
5000 点 。 11 月 5 日 ， 沪 深 300 指 数 收 报
4002.81 点。

东兴证券认为，指数无大幅下行的基
础。基本面上分化继续，龙头公司盈利依
旧不差，且市值占比大，对指数有明显支

撑作用。资金面上，近期北上资金表现出
极大的韧性，越跌越买。该机构称，在此
期间，建议配置受通胀提振的农林牧渔、
食 品 饮 料 ， 加 配 具 有 防 御 属 性 且 受 11 月
MSCI 增量资金支撑的医药生物，以及业绩
稳 定 、 受 流 动 性 小 修 提 振 的 银 行 股 ； 同
时，科技板块中的优质龙头也值得坚定持
有。

据新浪

后市前瞻

全网最低价比原价还贵、集赞优惠竟是骗局
……一年一度的“双十一”促销盛会如约将至，各
大电商平台强势宣传“烧脑”促销规则，琳琅满目
的商品都被贴上优惠折扣的标签。然而，“低价风
暴”背后，有哪些套路？隐藏哪些陷阱？

“低价风暴”有猫腻：
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四川消费者杨女士在某购物平台网店“原创
设计服装店”关注了一件标价为559元的连衣裙
多日，准备网店搞优惠活动时再买。“双十一”之
前，网店宣传全场包邮、满500减20元，杨女士当
机立断下单付款539元购买了心仪的连衣裙。

三天后，杨女士又上该网店选购外套，却发现
之前下单购买的连衣裙标价只要335元，居然又
大幅度降了204元！杨女士要求网店退还差价，
网店却拒绝退钱……

“双十一”前夕，类似虚构原价现象屡见不鲜，
捆绑销售也是常见套路。

最近，市民胡女士在某网络平台购买了一张
火车票，票价为65元。但要额外收取两张优惠券
费用共30元，网站显示，优惠券可享受7×24小时
预订服务、客服服务、快速退改签服务、短信提醒
服务等，并且不能取消，胡女士支付了30元优惠券
费用，但事后发现，这些优惠服务根本是“纸上谈
兵”，没有一项能实现，但钱又退不了。

“不仅没买到便宜，反而还白交了钱。”胡女士
后悔地说。

微信集赞低价购物骗局也是“双十一”来临前
朋友圈的刷屏套路。

“只要将活动内容分享到朋友圈，并累计点赞
28个，就可以低价领取生蚝”——家住四川泸州的
易女士被这句广告词吸引，急忙在朋友圈吆喝求
点赞，在活动期间完成集赞数量后，支付了49.6元
购买了10斤生蚝。但在约定提货时间去领取生
蚝时，商家却说活动太火爆，生蚝已领完了……

“觉得太坑了，这不是骗人吗！”易女士说，打
开朋友圈，现在还有好多不明真相的朋友在集赞
低价买东西……

商家套路深：
虚假宣传、先涨后降、“钓鱼”陷阱

记者了解到，随着“双十一”来临，商家的套路
主要表现在虚假宣传、先涨后降、“钓鱼”陷阱等方
面。

——虚假宣传误导。四川省律协消费者权益
保护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单静说，一些不良商家
为了在“双十一”期间刷销量，会用一些虚假词汇
来做宣传，趁机误导消费者，比如，“产量一直领
先”“全网最低价”等，背后大多是虚构的事实和隐
藏的真相。

北京安博（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韦海军说，
虽然法律有欺诈增加三倍赔偿的规定，但不少商
品销售者存侥幸心理，认为不被抓到就不会被罚
款，因此，虚假宣传反而成为一种常见的商家销售
套路。

——利用信息不对称先涨价后打折。“一些商
家通过这种方式诱骗消费者消费，侵犯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廖华
说。

“我看准要买一款婴儿车，上个月原价还是
1300元，最近几天突然变成了2400元，还写着‘双
十一’将大降价 500 元，实际上比原价贵多了
……”市民杨先生说。

——“钓鱼式”低价陷阱。记者了解到，在一
些网上购物平台、微信平台上，类似通过免费集
赞、免费转发、免费试用等噱头来诱导消费者下
单，有的故意不事先写明押金定金是否退还，有的
将“参加该活动一律不能退款”等条款模糊处理写
在活动页面最后，造成消费者钱物两失的情况不
在少数。

四川博绅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凊说，消费者参
与了这些“钓鱼式”低价购物活动，后期商家就会
以“货物发完了”“订单未使用”等借口，拒绝退还
收取的押金，或者告知退款要收取高额手续费，甚
至实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与宣传不符，来坑骗消
费者。有的微信集赞还需要提供身份信息和社交
账号，很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盗。

记者了解到，很多商家在促销、抽奖等活动
中，为了诱使不特定消费者参与宣传活动，没有在
宣传中对参与活动资格、参与活动人数或产品服
务数量等进行限制，在消费者满足活动条件后，又
以不符合参与活动资格、参与活动人数或产品服

务数量有限制等不予兑现承诺。

消费者擦亮眼学会较真
行业强化自律和社会共治

廖华说，从消费观念上，消费者一定要学会较
真，要敢于依靠相关组织，依靠专业人士，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单静等专家认为，在遭遇“钓鱼式”购物陷阱
时，若商家以不正当理由拒绝兑现，消费者可以向
当地市场监督部门投诉商家的虚假销售行为；也
可向当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请求调解；还可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记者了解到，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费用的三倍。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高涛说，“双
十一”来临，网络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时有发生。建议广大消费者尽量选择正规大型的
网购平台，下单前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了解所购商
品或服务的使用规则和限制性条款。注意保留证
据，如下单付款凭证、商品宣传信息及聊天截图
等，以便发生纠纷及时有效维权。

相关专家也指出，针对“双十一”种种购物陷
阱，还需要加强监管和社会共治。不断完善网络
监管服务平台，升级网络监管服务，加大打击力度
和手段；同时，探索建立多省份执法监管协作机
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多省份的日常沟通协调机制，
及时研究解决跨区域网络市场突出问题。

据新华社

虚构原价、捆绑销售、集赞骗局
“双十一”这些坑你掉过吗？

“双十一”将至，各大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
不断翻陈出新，小到零食配件，大到数码家电，
折扣与优惠吸引众多消费者加入这场购物狂
欢。在尽享“买买买”的同时，凭安信用安全专
家刘福军提醒，要警惕不法分子以“网购退货、
双倍理赔”为名的网购诈骗陷阱。

近日，王先生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
其购买的被褥因在快递过程中丢失，可以双倍
赔偿。因为王先生确实近期购买了被褥，对方
又说出购买的商品及收货详细地址，王先生信
以为真放松了警惕。之后王先生加了对方好
友，对方发来一个链接，进入一个登录页面之
后，王先生输入了自己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
手机号，还有支付宝的支付密码，随后王先生的
手机收到几条短信，对方让王先生告知短信中
的验证码。随后王先生发现银行卡中两笔钱款

被转走，一笔1.5万元、一笔899元。这时王先生
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骗了。

网购退货、理赔本是电商购物的常态，但有
电信诈骗分子利用网购退款退货的流程，通过
非法途径获得受害人的电话和购物信息（如快
递信息泄露等），随后冒充理赔客服致电谎称受
害人购买的货物有问题可申请理赔，并以各种
隐蔽方式套取受害人关联信息，诈骗其钱财。

针对“双十一”期间高发的退款诈骗情况，
刘福军建议，不要相信主动找上门来的电商客
服，遇到问题应通过官方客服电话进行咨询。
同时消费者应该及时登录客服官网找到客服窗
口进行核实。遇到需要填写账号密码、身份证
等个人信息的情况，不要轻易填写，确认是否为
购物官网，谨防上当。如果发现被骗后，消费者
应及时到当地派出所报警。 据新华社

消费提示 “双十一”购物节将至
安全专家预警网购理赔等诈骗陷阱

手握5万元现金，且一年内不使用，应该
怎么理财？面对这种具体的理财问题，小编
梳理了目前市面上的集中主要的几种理财
方式，供读者朋友参考。

余额宝目前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在
3.5%左右，最近货币基金收益整体下跌幅度
非常大，即使连之前收益较高的目前七日年
化收益率也跌至 3.65%了。所以，如果把钱
放在余额宝里，5万元一年的收益 1800元左
右。

支付宝、微信、京东金融等互联网理财
平台都有很多个人养老保障管理产品，门槛
大多是 1000 元，有活期的也有定期的，定期
产品期限大多在 1 年以内，年化预期收益率
大多在4%-5%之间。

银行理财目前的平均收益率在 4.8%左
右，今年也下降了一些。中小银行的中长期
理财产品收益率可以达到 5%以上，细算下
来，5 万块放在银行收益大约在 2400 元左
右。此外，还有券商理财也差不多的收益水
平，如果按照 5%的收益率来算的话，5 万元
年收益是2500元，比货币基金还是要多一些
的。

如果想要拿超过 5%的收益并且还能保
证本金安全的话，目前理财市场上这种产品
确实不多见。像是信托的收益率比较高，但
是100万元以上的门槛还是大部分人都够不
到的。此外，股票、基金、黄金这些产品都属
于高收益高风险产品。

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是辽沈晚
报旗下的靠谱财富资讯平台，成立四年来，
始终与强平台合作，以助力投资者财富稳健
增值为己任，为会员推荐中低风险的产品。
俱乐部目前推荐的产品来自天金所，天津金
融资产交易所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批复精神，
由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
金融资产交易所。目前天金所在中国 10 家
金融资产交易所中排名第二，长城资产、东
方资产、蚂蚁金服、中信信托都是其股东。
截至目前，累计交易额 2 万亿，与 1000 余家
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机构客户 49万家和 480
多万的注册投资者。成立以来历史兑付率
达100%。

想要了解更多理财知识以及邂逅稀缺
的稳妥收益理财产品，可以扫码加入辽沈晚
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了解更多的投资信
息。咨询电话 024-22699275、22699277(总
部)，024- 22699266、22699288（三 经 街 分
部）。理财产品由金融机构提供并进行投资
管理，辽沈晚报
财管家理财俱乐
部仅提供平台服
务，不参与投资，
不 承 担 投 资 风
险。

理 财 有 风
险，投资应谨慎。

有闲钱且一年内用不到
怎么理财很靠谱

国家发展改革委 6 日称，已于近日修订
发 布《产 业 结 构 调 整 指 导 目 录（2019 年
本）》。与上一版相比，鼓励类新增“人力资
源与人力资本服务业”“人工智能”“养老与
托育服务”“家政”等 4个行业。新版目录自
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司负责人介绍说，
目录 2019 年本共涉及行业 48 个，条目 1477
条，其中鼓励类 821 条、限制类 215 条、淘汰

类 441 条。与上一版相比，限制类删除“消
防”行业，淘汰类新增“采矿”行业的相关条
目；从条目数量看，总条目增加69条，其中鼓
励类增加 60 条、限制类减少 8 条、淘汰类增
加17条；从修订面看，共修订822条，修订面
超过50%。

据介绍，本次修订重点是：一是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目录 2019 年本制造业相
关条目共 900 多条，占总条目数的 60%以

上。二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重点是
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高
现代服务业效率和品质，推动公共服务领域
补短板，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汽车、家
电、消费电子产品等更新消费，积极培育消
费新增长点。三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适度
提高限制和淘汰标准。四是提升科学性、规
范化水平。 据新华社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新增人工智能等4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