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壹读
2021年1月16日 星期六 编辑：马纯潇 组版：洛菁

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国桐 李家澍

读者爆料 ———
说好的返还未实现

“这个商城类似微信里的一个小程
序，在商城里操作可以实现买东西不花
钱，而且还有盈利。”这是说起齐梦趣乐
购商城时，购买者张华（化名）给出的说
法。他告诉记者，在2020年10月，他经朋
友介绍得知了这款名为齐梦趣乐购的商
城，根据朋友的介绍，该商城内商品种类
不少，最关键的是不花一分钱就可买到
某些商品，而且还会获得盈利。就此，抱
着试一试的态度，他就从该商城内购买
了1盒茶叶、1盒海参以及1盒燕窝。

张华表示，根据商城内的标价，1盒
茶叶2180元，1盒海参1900余元，1盒燕
窝则为3280元，在他花费近1万元购买
了上述物品后，为了能返金额，他就进行
了积分+金额的兑换操作。

“不兑换的话，就不会返还金额，
也就是说相当于自己在商城里单纯购
买了物品。”张华说，购买物品后，商城
里都会给予所购物品对应的积分，茶
叶对应3400个积分，海参对应3000个
积分，而价格相对较高的燕窝，会达到
5000余个积分。

“买东西后就有了积分，然后就在商
城里进行兑换，兑换过程中，消耗积分的
同时，购买者还需再次缴纳一定的金额。
比如兑换茶叶，就需再次支付960元，20
天后才会收到返还的金额。”张华说，起
初他兑换部分物品后，并不相信能够收
到返还金额，可没想到2020年11月份，他
果真收到了返还的金额，“当时购买的物
品两三天就收到了，而且20天后，购买物
品及兑换物品所花的钱返还了，甚至还
给了1000余元的盈利”。

通过商城里的兑换，张华不仅一分
钱不花买到了物品，而且还拿到了盈利，
因此11月份他再次进行了购买，这次他
购买了6盒茶叶及1盒海参。

据张华表示，再次购买后，他一如既
往地进行着兑换操作，其间他兑换部分物
品，可没想到，等了20天，商城迟迟未返还
金额，而且直到现在商城一直未给予解
决。“商城出现问题后，我找过负责商城的
公司，工作人员的答复是让我找介绍人，
我找介绍人，介绍人说他也买了商城的东
西还得找商城，就这样来回推。”张华说。

与张华经历相同的还有李亮（化
名），他告诉记者，购买物品拿到积分后
进行兑换，所兑换的物品购买者不会收
到，但花钱购买的物品会收到实物，兑换

就好比将物品寄存在商城内，然后商城
将物品卖掉，20天后购买者会收到兑换
物品所花费的全部本金等。

“商城里所有种类的物品都有对应
的价格、对应的积分，商城有个表格，上
面明确写了兑换各种物品后返还的金
额，其中盈利的有海参、燕窝、茶叶在内
的物品，盈利的金额从0 .8元到400余元
不等，除这些物品外，其余物品返还的金
额可能会低于所花的本金，这相当于购
买者花很少的钱购买了东西。”李亮介
绍，在购买和兑换的过程中，海参、燕窝、
茶叶等这些盈利高的物品，商城都会对
数量有所限定，比如当天就有100份海
参，那么谁抢到了幸运就砸中了谁。不仅
如此，如果购买者进行推广的话，被推广
人若在商城内购买了物品，那么推广人
还可获得一定的佣金。

“商城差不多在2020年11月份停止
了返还金额，因此不少购买者进行了反
映。其间负责商城的公司还更换了法人
代表。”李亮说，涉事公司在微信公众号
上公布了三种解决方案，有人选择了以
物抵钱的方法，从商城拿到了1000袋大
米，这位购买者有销路，所以自己可以将
大米变现，但剩余的部分购买者还是希
望商城能够将金额退还。

涉事公司 ———
发通知称尽快解决问题

针对张华和李亮的遭遇，记者在
微信中搜索齐梦趣乐购后，手机中显
示出写有齐梦趣乐购的公众号，在该
公众号内记者看到，2020年12月10日
齐梦趣乐购曾发布一则通知，通知中
明确写有：对商城出现的情况，公司表
示歉意，公司为了尽快解决问题，正全力
以赴去恢复市场，但这也是需要时间的，
为了问题尽快得到解决，通过和部分会
员还有公司领导讨论做出以下几种处理
方法，可根据自己情况自愿选择不做要
求，选好以后可拨打4000531993，工作人
员会在4个工作日解决。

至于通知中提到的处理方法，记者
看到共有三种：方法一，公司属于代售商
城，在一定时间内家人所寄售商品未寄
售完成的，可继续选择寄售，等待回款；
方法二，可将寄售产品要求发货到家或
将寄售区货款收回(例如鸡蛋可将寄售
区的两盒鸡蛋发货到家或是将在兑换区
所花的70元打到您的账户）；方法三，通
过工作人员几天的不懈努力联系了部分
厂家，为公司提供一批产品，急于变现，
可将自己未寄售完成产品兑换成这些产
品自己进行变现(例如您在商城有茶叶
未寄售完成，那您寄售完成应回款3488
元。如果大米厂家给的价格75元，那您就
能兑换约50袋，以便让大家尽快变现），
商城还有黄花梨家具，茶叶，红酒等。

记者还发现齐梦趣乐购商城公众号
的账号主体是一家名为圣有堂（浙江）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根据天眼查中显示，该
公司注册地是在浙江省，在2020年11月

4日这天该公司完成了管辖单位变更、企
业联络人员和财物人员变更、企业类型
变更、高级管理人员变更以及投资人和
法人变更。

购买者提到的七里堡市场内的那家
店面，注册的公司为山东圣有堂商贸有
限公司，该公司法人、监事与圣有堂（浙
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投资人和原法
人姓名相同。

随后，记者拨通了通知上公布的电
话。“我是刚来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工
作人员说。紧接着，记者拨打了圣有堂

（浙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人的电话，
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记者调查 ———
疑似拆东墙补西墙

根据上述情况及购买者的说法，1
月14日上午9点多，记者来到济南七里
堡市场内的店面进行核实。记者在现场
看到，该店面大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店内
空无一人。“店没关门，一直有人，只不过
有的时候店开得早，有的时候店开得
晚。”其他商家说。

随后，记者以涉事商城购买者的身
份联系了该店工作人员。“现在我没法处
理这个问题。你是哪个会员？我可以转告
一下，让他们帮着查一下。”工作人员说。

对此，14日中午记者又来到位于金
桥国际29楼的圣有堂（浙江）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记者看到，在公司门外的墙上张
贴着一幅宣传板，宣传板上写有“齐梦趣
乐购”的字样。之后，记者多次敲门，该公
司无人回应。“平时还真没注意，没看到
有人进进出出。”附近一公司员工说。

根据实地探访，记者再次联系到
购买者。“现在有人出面协调这件事，
貌似是七里堡店面的人员出面协调，
双方应该是达成了相关协议，不过具
体情况不太清楚。”购买者说。就此，记
者再次拨通了七里堡店面工作人员的
电话进行核实，在表明身份后，记者提
及齐梦趣乐购商城以及出面协调的事
情后，该工作人员答复：“跟我没关系，
我不知道，有人在处理，我没处理过。”

不过，对于齐梦趣乐购商城不返还金
额的问题，记者从警方了解到，警方已介
入，相关人员正在处理相关事宜，警方会
尽全力保护购买者的合法财产。

对于涉事商城的情况，记者了解
到，该商城的运作模式疑似为拆东墙
补西墙，购买者获取积分后，再次投入
资金进行兑换，20天后就可获得返还
的金额，返还的金额可能是其他购买
者购买物品所花费的金额等，在一定
程度上，可能所有购买者犹如串联电
路，一旦中间有一环出现资金空缺等
问题，那么就可能影响整个链条。

另外，在齐梦趣乐购事件中，所购
买的物品成本价可能不高，购买者告
诉记者，海参的成本价为260元，可商
城的标价则达到1980元，不过此说法
并未得到涉事公司的证实。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付延涛 季刚

1月 14日上午，聊城市公
安局东昌府分局举行严打整治
暨破获“1·11”特大盗窃黄金首
饰案退赃大会，依法对追回的
全部1000余件、总价值300余万
元的黄金首饰，现场返还给被
盗商家。从1月11日上午接案，
到当晚抓获犯罪嫌疑人，这场
特大盗窃案接警后仅10小时便
成功侦破。

6公斤黄金首饰被盗

1月 11日上午，聊城一大
型商场一家黄金饰品店到了正
常开门的时候，店员开门进店
后蒙了，不光停了电，还断了
网。原本摆满黄金首饰的柜台、
托盘，全都空空如也。在店内监
控室上方的天花板上，赫然出
现了两个大洞。

发现这一情况后，金店立即
向商场反映并通过商场报了警。
金店员工查看后发现，店里总计
价值300余万元的上千件黄金首
饰被盗窃。店员告诉民警，丢失的
黄金饰品总重约6公斤。

聊城警方介绍，辖区内已
经很多年没有出现类似案件。
案发当天上午10点多，属地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将其移交
至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公安分
局刑侦二中队。案情重大，聊城
市公安局、东昌府公安分局两
级公安机关对此高度重视，立
即启动同步上案。聊城市区两
级公安机关迅即组织图侦、技
术等多警种同步上案，抵达案
发现场开展侦破工作。

嫌犯曾多次“踩点”

办案民警到达现场后勘查
发现，与其他店面亮着灯不同，
被盗的金店已经被断电，天花
板被利器割开了窟窿眼。民警
初步判断，窃贼是在断电后，
通过天花板上方的窟窿，潜入店内犯案。沿着天
花板上的窟窿巡线追踪，办案民警发现窟窿通
向了该商场的通风孔，判断盗贼是通过破坏步
梯上的一处小门后，钻入进去，进而实施盗窃。
盗窃得手后，嫌犯并没有原路返回，而是顺着通
风孔下至地下车库跑出。

通过巡线追踪，民警很快锁定嫌疑人。嫌疑人
离开金店后，先是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到达火车站，
后又换乘了三轮车，在十多公里外的田庄大桥附
近失去踪迹。办案民警连续作战，不放过任何蛛丝
马迹，当晚8点多，在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一村庄
将其抓获。其转移至某小区房间内的黄金饰品

（1000余件）也全部起获。
据嫌犯交代，犯案前其曾多次“踩点”。“在一

次逛街时看到了通风孔，感觉可以下去。2020年12
月份第一次下去，在里面待了一晚上。”他向民警
交代，后来又去了几次，都没有下手，直到这次，踩
着货架进入了金店，实施了盗窃。

偷窃为还高额赌债

犯罪嫌疑人李某归案后，在审讯中，对自己盗
窃黄金饰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记者从警方了
解到，李某是“85后”，刚30岁出头，年纪轻轻为何
犯下如此大案，这一切和他迷上网络赌博有关。

据李某交代，他原来有几百万元积蓄，后来迷
上网络赌博后，基本都输进去了，输了这么多钱的
他并没有幡然醒悟，又借了几百万元，又都输进去
了。在警方抓住他后竟还问办案民警，“（赌博）有
赢钱的吗？”为了归还赌债，他萌发了盗窃黄金首
饰店的念头，并于1月11日晚实施了盗窃。

为了躲债，李某近半年时间都不敢回家，平时
几乎是“流浪”的状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中。等待李某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买海参燕窝不花钱还能盈利？
交完钱说好的返还却没了，多位消费者被“套牢”，警方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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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几千元买了海参、
燕窝等产品，20天左右不
仅返还本金，而且还能盈
利，难道天上真能掉馅饼？
济南有多位市民在一个名
为“齐梦趣乐购”的网上商
城（以下简称齐梦商城）遇
到了这种“商机”。起初，通
过购买商品和兑换积分，
商城果真返还了一定金
额，可没想到继续购买和
兑换后，商城竟然不返还
金额了，致使多位购买者
的钱被牢牢“套住”。那么
商城是如何让购买者盈利
的？商城出现问题后，购买
者的本金又如何要回？连
日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进行了调查探访。

涉事公司位于金桥国际29楼的办公场所。


	A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