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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6日讯 近日， 有读
者向本报热线反映称，自己在长沙
火车站附近遇到一伙年轻男子，对
方以免费送护肤品、 免费做美容、
帮忙投票等名义将其拉到一家美
容院，进入店内后，就被“邀请”洗
脸，结账时被收了8800元。情况是
否属实？三湘都市报记者对此展开
了调查。

轻信免费领礼品，花费8800元

3月20日，王先生经过长沙火
车站地铁站2号出口时，一名男子
告诉他，可凭卡片免费领男士化妆
品， 王先生正好想提升一下形象，
就跟着去了。

没想到的是，工作人员给王先
生涂上一种产品后，他的脸上冒出
了很多小黑点， 对方明确表示，只
有交钱才能洗掉。“就这样做了脸
部护理和按摩，收了我8800元。”

回到家后，王先生想想就觉得
可气，于是向媒体求助，“希望不要
有人再上当受骗。”

免费赠送变成花钱洗脸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展开
了调查。

4月3日， 记者从长沙火车站
地铁站2号口出来时，一名男子主
动上前递上一张“赠送券”，称附近
一家美容店开业，可享受基础护理
一套，包含皮肤分析、洁面、按摩、
爽肤、润肤及新品试用。

随后，男子带记者来到赛格数
码广场二楼一家名叫“聚美护肤”

的生活美容馆。
一进店内， 美容师就收走了

“赠送券”，把记者安排进一个2平
方米左右的工作间。 待记者躺下
后，美容师告诉记者，可享受免费
检测皮肤服务，但是如果检测出有
问题，必须付费修复，费用从98元到
398元不等。 听到免费变成要收费
后，记者表示需要考虑一下，美容师
却不乐意了，并开始做起工作来。

经过一番劝说，记者表示若检
测有问题可选择最低的98元套
餐。见记者同意付费修复后，美容
师开始了检测， 经过简单清洗后，
美容师开始在记者脸上涂抹“去角
质霜”，并用一款仪器进行操作，几
分钟后，美容师拿来一面镜子让记
者查看面部的“毒素”。随后，美容
师对记者的面部进行了简单清理。

结账时，记者支付了98元，获
得两小包写有“试用装”字样的护
肤品。

涉嫌无证经营，责令停止营业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长
沙市芙蓉区市场监管局朝阳所，执
法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

经查，该店暂未办理工商营业
执照， 执法人员当场责令其停业。
执法人员介绍，该店是否涉嫌欺诈
消费，他们将做进一步调查。

对于无证经营一事，门店负责
人解释说，才开业没几天，营业执
照正在办理中。

执法人员提醒， 消费者应谨
慎面对免费体验营销， 一旦发现
侵财风险，请立即向公安、工商部
门举报。商家跟消费者交易，必须
遵循公平自愿等原则， 消费者有
自主选择的权利。 而一旦认定为
强制消费，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最高可罚款50万元。

■记者 杨洁规

引600余品牌参展
邵东五金机电
“博览”全球

本报4月6日讯 4月6日，
第三届邵东五金机电博览会开
幕。 除600多个国内品牌参展
外，还有来自泰国、巴西等10
多个国家的企业品牌参展。博
览会将于8日闭幕。

邵东拥有中南地区最大五
金机电市场， 五金工具生产和
经营企业达3500多家，从业人
员达5万多人， 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扳手、钳子、锤子年生
产能力达3亿套件， 产值超20
亿元，70%以上产品远销欧美、
中东 、 东南亚和港台地区 。
2017年起，邵东县连续举办了
两届邵东五金机电博览会，共
吸引20万人次进场观展，签订
企业入园、 技术创新等各项协
议57项，交易额突破100亿元。

邵东五金产业在全球竞争
中， 致力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
质量， 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技术， 推进转型升级发展。同
时，积极融入“一带一路”，依托
30多个专业市场、200多条物
流线路、300多家自营进出口
企业、2000多个海外销售平
台，着力构建“商通天下”的现
代商贸物流体系。大力发展“邵
东总部+国外生产基地” 新模
式，鼓励邵东企业入驻老挝、泰
国、尼日利亚湖南工业园，带动
本土产业扩展海外市场。 积极
组织企业参加巴西五金展会、
迪拜展、德国五金工具展，推动
“邵企出海”“邵品出境”。2018
年，全县进出口总额突破9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32.6%。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实施近半个月，不少车企暂未提价

3个月内买新能源车仍可享“全额补”

■记者 胡锐

“补贴虽然退坡，但消费者买车不受影响。”4月6日，
长沙某新能源汽车销售向三湘都市报记者介绍，新能源汽
车补贴新政实施半月，虽然补贴门槛明显提高，且补贴幅
度大幅下滑，但市场上并未现涨价潮。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新政将使行业竞争升级，进入淘汰赛。

门槛提高 补贴大幅下滑

免费领化妆品？ 结果花8800元“洗脸”
美容店开业花样宰客 涉嫌无证经营，被责令停业

“之前靠补贴发展，接下来就
是真正拼企业实力了。”业内某
专家受访时表示， 过去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主要靠政府补贴
拉动， 不少企业冲着补贴蜂拥
而至， 也导致了一些行业发展
乱象， 比如骗补。“经过这几年
的发展， 现在新能源汽车越来
越规范了。”该专家说道。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新政
可以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化
的转型，而3个月的过渡期则
可以让车企有合理的布局和
标定新产品的时间周期 ，短
期来说对市场和车企有一定

压力， 新政从长期来看有利
于市场健康发展， 以及车企
销量的增长。

“行业将进入淘汰赛。”长沙
某汽车资深人士预测， 未来真正
有技术实力的车企才能立足并
发展壮大， 那些靠补贴生存的
企业将被淘汰。“随着特斯拉的
国产化，比亚迪、北汽、广汽等
主流品牌的越来越强势， 国内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将进一
步升级。记者观察到，目前那些
刚上市的主流纯电动乘用车基
本能达到400公里的续航能力，
续航能力低于250公里的老车
型也渐渐退出市场。”

3月26日，财政部等四部委
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
政策的通知》。该通知显示，续
航里程250公里以下及电池系
统能量密度低于125Wh/�kg
的纯电动乘用车取消补贴，相
比2018年对纯电动乘用车150
公里的最低续航里程要求，补
贴门槛明显提高。同时，今年
续航250公里到400公里的纯
电动乘用车补贴降至 1.8万
元，续航400公里以上的补贴
从上年5万元降至2.5万元，降

幅50%。 插电式混合动力由
2018年的2.2万元减少为1万
元。

此外，新政引导“地补”由
补贴汽车改为补贴充电基础
设施。通知指出，新补贴政策
从3月26日起施行，其中3月26
日至6月25日为过渡期。 在过
渡期内，符合2018年技术指标
要求但不符合2019年技术指
标的， 按2018年对应标准的
0.1倍补贴； 符合2019年技术
指标， 按2018年对应标准的
0.6倍补贴。

“补贴虽然退坡，但消费者
买车不受影响。”4月6日， 长沙
某汽车销售人员介绍， 广汽新
能源推出了“全额补” 计划，
在购买广汽旗下GE3� 530和
GS4�PHEV车型时， 仍可享受
9.07万元和3.3万元的补贴，与
之前一样。

记者了解到， 在新能源汽
车补贴新政落地后，新能源汽
车销售价格不变的车企其实
不在少数。 比亚迪旗下的唐
DM、宋DM、宋EV500等几款
热销车型， 在6月25日之前享

受全部2018年的补贴政策；蔚
来也传出消息称3月31日前，
购买现车或支付完成后按去
年政策共享受5.85万元的优
惠，在4月1日到6月25日之间，
按过渡期标准享受4.05万元的
补贴； 东风日产旗下轩逸·纯
电推出保价政策：在6月25日
之前完成上牌 ， 即可享受
2018年的全额补贴政策。此
外，前途汽车、上汽荣威、上汽
名爵也发布官方公告承诺，6
月25日前仍享受2018年全补
贴额度。

车企未动 仍可享“全额补”

竞争升级 将进入淘汰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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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赠送
券”不过是个幌子，
结账时， 记者不得
不支付了98元，获
得两小包写有“试
用装” 字样的护肤
品。
■记者 杨洁规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