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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播大促，84件金首饰只要3000多
一鉴定成分却是镍和铜，律师：属消费欺诈应假一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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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程凌润

网购：
直播间遇上超低价
共下70单买84件“金首饰”

谈及自己这段网购经历时，王先生
仍是一肚子气。他说自己准备给两个孩
子买一些结婚用的金首饰，“我们这里有
习俗，结婚的时候至少需要 1 0 0 克黄
金。”

2021年12月12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
王先生刷到了两个正在售卖黄金首饰的直
播账号，分别带有“金六福荣耀”“中国金
行”的字样。

“其中一个主播说，金六福荣耀新店开
业，他们不请明星做广告，拿出1000万元给
大家发福利。”王先生说，主播说当天的金
价是400多块钱一克，补贴以后的价格非常
实惠，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顾客给他们“打广
告”。

王先生提供的直播截图显示，直播账
号金六福荣耀（上海店）的主播承诺售卖的
金首饰是999足金，“支持线下验货，假一赔
三”。

看到主播的承诺后，王先生就点击直
播间的购物链接，购买了项链、手镯、耳钉、
吊坠、戒指等商品。这些商品最便宜的十几
元，最贵的也仅需100多元钱。

据统计，王先生通过两个直播账号下
了70单，累计84件“金首饰”，总共花费
3282 . 09元，涉及“金小福”“金凤凰”“金小
小”“金先生”“金鑫金”等多个品牌和广州、
济南、金华、连云港、宁德的多个商家。其中
1000多元的“金首饰”是来自济南的一个商
家。

收货：
以为捡了大便宜
一个空快递盒揭开“真相”

就在王先生以为捡了大便宜的时候，
一个空快递盒揭开了“真相”。

“当时有一个浙江金华的商家问我是
不是真的要货。”王先生说，对方称其所购
的35件首饰并不是金首饰，“我说主播承诺
的是999足金的，就应该发金首饰，结果对
方只给我发了一个空纸盒。”

除了这35件首饰没有收到外，此后王
先生陆续收到了共49件商品。

收到空纸盒后，王先生将商家投诉
至短视频平台的客服，客服人员让其办
理退款手续。然而，王先生对这种处理结
果并不满意。其间王先生还联系了多个
商家，商家也称王先生下单的不是“金首
饰”。

得知真相后，王先生再次联系到平台
客服，希望短视频平台协调处理此事，“客
服人员也说不是金首饰，说是主播在平台
上夸大其词了。”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通过短视频
平台搜索金六福荣耀上海店等内容发现，
不少网友称他们通过直播带货买到的金首
饰是假的。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直播带货异军突
起，然而主播疯狂“忽悠”，营销“套路”多
样，甚至假货横行、退款困难等问题成为困
扰。

“三条黄金项链，准备好，福利一千单，
十八寸的链子，原价一万三，限购每人一
单。”在某珠宝店直播间里，主播的“话术”
让王女士一时心动，立马点击“秒杀”按钮
付了全款。然而，收到的金项链像丝线一样
细。包装内附有贵金属制品检验证书，载明
纯度足金，总质量2 . 48克。王女士认为，珠
宝店和主播虚报原价，对消费者构成了欺
诈，要求退货并三倍赔偿，法院判决支持了
她的诉讼请求。

鉴定:
送检首饰成分并不是金
主要是镍和铜

为了弄清楚“金首饰”真正的成分是什
么，王先生托人拿着20多件首饰去国土资
源兰州矿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甘肃省中
心实验室）鉴定。

“这些首饰一看就不是金首饰，没必要
都检测，而且检测和出报告的费用是一件
550块钱。”王先生说，综合考虑之后，就只
对其中一件首饰进行鉴定。

1月6日下午，该首饰的检测报告“出
炉”，检测结果显示：按委托方要求，依据国
家标准GB/T18043-2013，对所送样品进
行分析检测，其表面检测结果为：主要成分
为镍和铜，质量为34 . 1456克。

“客服人员不应该让我自己联系主
播。”王先生说，他也不能接受客服人员提
出的退货退款的解决措施。

在王先生看来，既然“金首饰”变成了
“金属首饰”，就应该按照主播承诺的假一
赔三进行处理。

平台客服：
涉事主播有夸大宣传行为
商家未标示商品为金首饰

“直播间有承诺是正品，但实际是假货
的话，建议您提供证据，咱们这边去帮您核
实。”1月6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拨打该短视频平台客服电话，客服人员称，
消费者提供相关证据后，他们会反馈给监
管部门，“如果商家出现违规，我们也会对
其进行一定的惩罚”。

该客服人员称，入驻他们短视频平台
的商家共有12分的信用分，如果商家出现
售卖假货等行为，就会被扣除相应的信用
分。“如果说12分被扣完了，那么平台也将
对他们（的商品）进行下架，永久不再合
作。”该客服人员表示。

该客服工作人员记录相关信息后，称
会在72小时内给予答复。不过，另外一位客
服人员于当天下午就进行了答复。这名客
服人员称，涉事主播的确存在着夸大宣传
的行为，但是相关商家并未将商品标示为
金首饰，而是真实注明了商品成分等信息。

对于涉事主播的信息和相关的处罚措
施，该客服人员称并不知情，而且他们提出
了让消费者退货、商家退款的解决措施，但
是消费者并未采纳。

律师说法：
平台有义务审核
直播带货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
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
者利用虚假广告或者其他虚假宣传方式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

“这（主播售卖假货）是一种消费欺诈
行为。”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甄恩阳
说，主播在推介商品时没有明确告知消费
者实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是消费欺诈，要假一赔十。

“如果是大品牌的话，你得有它的授权
才可以做带货直播，这些（直播间售卖商品
的）厂家也得做一个资格审查。”甄恩阳称，
在主播进行直播带货时，直播平台有相应
的审核义务，“如果审核不严给消费者造成
损失的话，直播平台是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的。”

同时，甄恩阳建议消费者要理性消费，
不仅要对直播间售卖的商品有一个清醒的
认识，还要对注意通过截图或录屏等方式
保存相关证据，“如果货物与订单不符，可
以拿着订单和付款记录追究商家的责任”。

灰指(趾)甲是“甲癣”的俗称，是病原真菌
引起的甲感染。灰指甲变形、发黑(黄)需及时治
疗，避免传染健康指甲，灰指甲患者选药，请认
准 伊 甲 牌 复 方 聚 维 酮 碘 搽 剂 ，国 药 准 字
H52020539，专药专治。

您有灰指甲，请别灰心！贵州万顺堂药业生
产的药品——— 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用于
甲癣、手癣、足癣、头癣、花斑癣等。对真菌、细菌
等均有效，还能软化指甲角质层，增强药物皮肤
渗透。涂搽本品于患甲，坚持使用至新甲长出。
每天1—2次。简单又方便，坚持治疗有信心。

灰指甲患者在潮湿的环境和季节，应注意

个人卫生或避免人为地使指甲表面组织不断
受异物侵蚀破坏，使指甲愈加脆弱，引起感染
或复发。

生活中可能会出现腹泻，有时反反复复，有
时饮食刺激、或是精神紧张就腹泻难耐，可能是
患上了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肠易激惹综合
征引起的腹泻，要及时治疗。

贵州万顺堂药业生产的安场牌鞣酸苦参碱
胶囊，用于功能性腹泻、急慢性肠炎、肠易激惹
综合征引起的腹泻。苦参碱总碱具有升高白细
胞数，加强机体免疫力而起抗菌作用，鞣酸可使
肠黏膜表层内的蛋白质形成一层保护膜而减轻
刺激，降低炎症渗透物和减少肠蠕动，起收敛止
泻作用。拉肚子、有肠炎，请选用安场牌鞣酸苦

参碱胶囊，治肠炎止腹泻。长期腹泻患者应按疗
程使用，巩固疗效，儿童、成人用法用量请阅读
说明书。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用于功能性腹泻和急慢性肠
炎、肠易激惹综合征引起的腹泻。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少数人有头昏、嗜睡、恶心
等症状。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52020688

黔药广审(文)第 220806-00182号
网址：http://www.gzwst.org

乙 类

OTC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适应症】1 .用于甲癣、手癣、足癣、体癣、头癣、花

斑癣，并发细菌感染也可使用。2 .用于

疖、蚊虫叮咬、手足多汗症。

【禁忌】尚不明确

【不良反应】偶见皮肤刺激如烧灼感，或

过敏反应如皮疹、瘙痒等。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52020539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21210-00190号

网址：http://www.gzwst.com.cn

甲 类

OTC

经销药店：漱玉平民大药房各店、平嘉大药房、聚成阁连锁各药店、老百姓大药房、海洲大药房、惠好大药房、好药
师大药房、济南三九各药店、益健堂连锁、益生园连锁药店、万春堂连锁药店、方成连锁药店、七星连锁药店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怎么办?
口臭口苦咽干对症治疗要重视 ,有了口臭便秘，如何缓解尴尬？治口臭口疮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出现：口臭、咽干口苦、胃灼热痛、口腔溃

疡、肠燥便秘等症状的人群 ,如果胃热津亏、阴

虚郁热，可选用养阴口香合剂。

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高原苗药养阴

口香合剂，国药准字Z20025095，选用贵州名贵

金钗石斛鲜品入药，从药材源头把关，精选十余

味地道药材而成。具有三大功能：滋阴生津、清

胃泻火、行气消积。用于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

痛、咽干口苦、胃灼热痛、肠燥便秘。一次30毫
升,一日两次。疗程服用方法详见说明书。

用药同时还应避免：熬夜、烟酒过量、过食辛

辣肥腻等不良生活习惯,注重休息,缓解工作压力,
有益于康复。养阴口香合剂，呵护健康。

灰甲不灰心，治疗有方法 患了灰指甲，怎么办？

治疗灰指甲可用伊甲牌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长期腹泻(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要重视
治肠炎止腹泻——— 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腹泻、急慢性肠炎可用安场牌鞣酸苦参碱胶囊

（广告）

联系电话：4000809577 18661627835

急慢性肠炎、功能性腹泻、
肠 易 激 惹 综 合 征 请 用
安 场 牌 鞣 酸 苦 参 碱 胶 囊（广告）

口臭口疮便秘胃难受，
请用养阴口香合剂！

（广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功能主治】清胃泻火，滋阴生津，行气消

积。用于胃热津亏、阴虚郁热上蒸所致的

口臭、口舌生疮、齿龈肿痛、咽干口苦、

胃灼热痛、肠燥便秘。

【禁忌】、【不良反应】尚不明确。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095

生产厂家：贵州万顺堂药业有限公司

黔药广审(文)第221208-00189号

网址：http://www.gzwst.com

甲 类

OTC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在商品中掺杂、掺
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
商品冒充合格商品等行为，除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外，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对
处罚机关和处罚方式有规定的，依照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
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
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
违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
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
执照。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以

下简称“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直播间运
营者、直播营销人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
定，遵循社会公序良俗，真实、准确、全面
地发布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发布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

同时，该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直播
营销平台应当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
制，明确处理流程和反馈期限，及时处
理公众对于违法违规信息内容、营销行
为投诉举报；消费者通过直播间内链
接、二维码等方式跳转到其他平台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发生争议时，相关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
护合法权益，提供必要的证据等支持。

直播平台需协助消费者提供相关证据
□
法
律
链
接

三千多元能买到84件超低价
的金首饰？

前不久，家住甘肃省定西市
的王先生就在某短视频平台的直
播间下了70单，花3282 . 09元购买
了不少超低价的“黄金”首饰，结
果收到的“金”首饰最终经过鉴
定，确认只是“金属”首饰。

收到的“金首饰”色泽较暗，有999字样。王先生保留的直播截图中的首饰色泽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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