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情感挽回、婚姻修复、分离小
三、婆媳相处，到快速脱单，各种线上
情感服务鱼龙混杂， 消费者投诉中
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1、夸大宣传：通常事先承诺保
证能挽回， 而付费后一旦挽回失
败，便会以各种理由推脱。

2、多次收费：前期制造一些小
套路低价位引诱客户成交，再通过
后续升级服务促成多次收费。

3、退费难：退费标准不一、条
款不明，很难退款成功。

4、把关不严：审核机制缺乏管
理的不正规婚姻中介机构往往容
易出现婚托诈骗。

【案例1】
广州“吸引家”两次收费
却不见成效

异地恋两年最后分手，王女士
找到广州吸引家情感公司求助，希

望挽回这段感情。 初次咨询时，公
司助理告诉王女士， 挽回几率很
大，只需要299元且承诺没有后续
费用。交费后，助理推荐了一名分
析师给王女士，分析师称还需补缴
3300元。时间过去了一个月，自己
跟前男友的关系反而越发尴尬。

【案例2】
百合网收取高额费用
服务不到位

2019年1月23日，百合网4743
号爱情顾问冰冰向黄女士电话推销
成功版私人订制6个月服务，承诺推
荐3—4位男士，保证资料准确。当天，
黄女士购买了该项产品， 并在百合
网上支付了8455元服务费。从1月23
日至2月23日，红娘共为黄女士推荐
三位男士， 均不了了之。2月23日，
4743号情感顾问告知黄女士， 该月
服务已完成。

点评
近年来我国的共享经济发展很快， 在人们享受其便利的

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表示，共享经济作为新兴

经济业态，对于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关键在于完善监管、加强引导。 ■华声在线 供稿

据湖南日报中央厨房舆情
大数据监测显示，2018年共享
经济话题热度不减。 通过梳理
《湘问·投诉直通车》2018年度
数据， 涉及共享经济领域的投
诉主要集中在“共享单车”“共
享汽车”和“共享充电宝”，投诉
量9698条， 其中共享单车占比
91.6%，共享汽车和共享充电宝分
别占比8.3%和0.1%。“退押金难”成
为共享经济领域主要诉求点。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建议： 首先网络交友还
是要选择大平台机构，有一定信誉背书。其次自身也要提高自律
及自我保护，防范钱财或人身安全损害。再次建议尽量多参考亲
友意见，有助全面判断。最后若确实不幸遭遇侵权，要及时有效
向公安机关报案，争取将损害降至最低。 ■华声在线 供稿

大数据

大数据

【案例1】
ofo199元押金难退

赵先生因更换手机号码，导
致ofo�APP无法正常登录， 之前
缴纳的199元押金也无法退款。“打
客服电话都没人接， 在线客服一直
处于排队50人状态。”赵先生抱怨。

后续：近日，记者联系了赵
先生，他表示，目前还是客服电话
无人接听、在线客服无人搭理，账
号也无法登入，押金无法退还。

【案例2】
位位用车不退押金

2018年5月23日，肖先生
注册位位用车并缴纳 800元
保障金，由于所选车辆不能使
用，肖先生尝试联系位位客服
电话，因一直无人接听，他便

选择退款， 软件显示3个工作
日内退款， 但截至2018年10
月，押金却并未退回。

后续：近日，记者联系了肖
先生，他表示，维权近一年了，
保障金问题还是没解决。

【案例3】
街电乱扣费

2019年2月14日晚上7点
多， 揭先生通过支付宝街电借
了个充电宝， 用了一小时后还
回去了。“我是确认充电宝已
经插进去了才离开的，10天后
支付宝却自动扣费99元， 扣费
项目是街电借用了9天11小时
15分的费用。”揭先生称。

后续：近日，掲先生告诉记
者， 深圳街电科技有限公司已
退给其99元租金。

留下客户，还是留下客户的钱？

保险， 给不少家庭减轻了伤
痛，带来了经济上的支援。但伴随
行业快速发展， 保险欺诈案件呈
现高发态势， 部分心怀不轨者妄
图通过制造机会、 钻空子来获得
更多的保险赔偿，他们铤而走险，
以虚构保险事故或用“偷梁换柱”
之计骗取赔款。然而，天网恢恢疏
而不漏，法律终会予以严惩。

20 18 年，为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 促进湖南保险业健康发
展，在湖南银保监局的正确指
导下，在湖南省公安厅经济犯
罪侦查局、刑事犯罪侦查局等
的大力支持下，湖南省保险行
业协会积极组织、协调在湘保
险公司开展反欺诈工作，共同
打击保险违法犯罪行为的组
织体系日臻完善，并评选出保
险反欺诈十大典型案例。

偷鸡不成蚀把米
顶包欺诈再入刑

报送：中国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
2018 年 1 月 6 日，李某报案

称，其驾驶老板范某奥迪越野车，
行驶中碰撞到路边一台轿车及一
辆货车。查勘员发现，事故形态与
正常意外碰撞事故不符， 最终调
查证实驾驶员存在调包， 妄图逃

避法律责任并骗取保险赔款。 其
后，法院判决被告人范某、李某犯
保险诈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豪车落水骗保
申请理赔遭拒

报送：中国平安财险湖南分公司
2018年 11月 25日， 唐某报

案称其驾驶的奔驰车， 不慎开入
鱼塘，导致车辆全淹。 经查，出险
车辆为老旧高端奔驰车， 属高风
险车辆， 且事发前临时投保车损
险，疑点众多，最终认定该案犯故
意出险骗取高额赔款。 被保险人
承认骗保，并签署放弃索赔申明，
整案减损 12万余元。

车主闹事骗赔款
行业协作显神威

报送：中国大地财险湖南分公司
2016 年 10 月， 杨某驾车撞

树，造成车辆受损，共计赔付 106
万元。后据保险公司查实，涉案车
辆是一辆水泡车， 其实际保值与
价值严重不符， 认定该案存在保
险欺诈嫌疑， 并向警方报案。 到
2018 年，被告人潘某、杨某犯保
险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分别处罚 10万元。

司法黄牛要警惕
欺诈后果要三思

报送：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分公司
2018年 4月 22日，唐某报案，

称驾驶的汽车与杨某驾驶的拖拉
机相撞，导致两车受损，杨某精神
残疾，评定为八级。 杨某随后起诉
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唐某赔偿
其 179539元。 保险公司发现疑点
重重，立即报警。 经查，这是一起代
理人买断案件、伤者配合的虚假诉
讼。 伤者及代理人主动承认错误，
请求宽恕，并撤销诉讼。

伪造事故假现场
竹篮打水一场空

报送：长安责任湖南省分公司
2018 年 8 月 15 日， 张某报

案，称其驾车碰撞行人樊某，致
其抢救无效死亡。 查勘员发现
案件诸多疑点。 后经民警审讯，
张某承认伪造事故假现场 ，最
终向保险公司签署了放弃索赔
的声明。

当事人各执一词
调查员智破迷案

报送： 中国人寿湖南省分公司

2015 年12 月 5 日，沪昆高速
上发生单边交通事故造成二死二
伤，其中周某某当场身故，其投保
产品合计保额 91万元。保险公司
调查时， 发现当事人都提到驾车
出发前喝酒一事， 但对于谁驾车
却各执一词。 此后，调查人员三
进三出湘潭殡仪馆， 完成了死者
的血液取样工作， 案情事实物证
终于落定。到 2018年，此案办结，
保险公司得以拒付理赔款。

已患重疾购保险
得不偿失终落空

报送： 新华人寿湖南分公司
2017 年 1 月 1 日，欧阳某为

其妻子刘某投保重疾险，保额 15
万元。 2018 年 2 月 8 日刘某去
世，欧阳某申请理赔。 随后，保险
调查人员获悉， 刘某在购买保险
前已患“肺癌”住院。 最终保险公
司拒付 15万元。

重复索赔风险高
行业协查排风险

报送： 富德生命人寿湖南分公司
2017 年 6 月 1 日， 文某报

案，称摔伤右手和腰部，并申请理
赔。经同业排查发现，文某在多家
保险公司购买小额意外险， 且有

两家公司已赔付本次保险事故的
相关医疗费用。最终，文某承认为
多报销医疗费， 制作假票据的事
实。 到 2018 年，文某分别签署了
放弃索赔申请、 返还已赔付医疗
费等声明。

替人顶包不可取
诈骗害人又害己

报送： 民太安公估湖南分公司
2018 年 12 月 30， 某人驾车

与树木及围墙碰撞， 民太安公估
通过缜密调查取证， 认定该车驾
驶员被“顶包”，真实驾驶员为陈
某。最终，陈某表示自行承担所有
损失，放弃索赔。

一年碰瓷近百起
严厉打击扬正气

报送： 岳阳市保险行业协会
2018 年 7 月，岳阳市保险行

业协会接到信息，称湘 F 牌照小
车很可能存在骗保行为，一年碰
瓷近百起。 经岳阳市公安局岳阳
楼分局刑侦大队侦办，将犯罪嫌
疑人方某某抓获。 方某某如实交
代自己利用自购车辆进行碰瓷
作案骗取他人钱财的犯罪经过。
最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缓刑 2 年，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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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湖南保险行业反欺诈十大典型案例解读
保险反欺诈 重拳再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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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系列策划之情感服务3·15系列策划之共享经济

网上情感专家靠谱吗?

据湖南日报中央厨房舆情
大数据监测显示，“情感服务”
领域被投诉主体集中在情感咨
询机构和线上红娘平台， 通过
梳理《湘问·投诉直通车》2018
年度数据发现，全年共收到623
条相关投诉，夸大宣传、二次收
费、把关不严、服务不过关、退
费难等问题成为主要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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