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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播报 以案释法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
专业化，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健全完善公共安全体系，严密防范和依法惩治各类违
法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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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折信息、美食团购、商品促销……扫一扫，不仅方
便快捷，也给消费者带来各种优惠。但是，二维码也不
是看着那么安全，其中隐藏着不少猫腻，有时被不法分
子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

扫码实为微信营销

在呼和浩特市民族商场过街天桥附近，记者看到一
群人正在参与扫描二维码送礼品活动，纸巾、发箍、小玩
具……各种各样的小礼品让人无法抗拒。市民朱女士
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手机微信，地产销售、4S店、教育机
构等类型的商家订阅号排出一串，朱女士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扫码扫出来的。

如今，照片免费打印机也随处可见，市民只要用手
机扫描机器上张贴的二维码，即可发送照片并在机器上
免费打印照片。不少年轻人为这种“立等可取”的时髦和
方便叫好。实际上，所谓“免费打印照片”就是一种微信
营销。摆放机器的商家，既能用它减少等位顾客的枯燥
感，更能通过免费打印照片有效吸粉，扩大营销影响力。

据了解，自己购置照片免费打印机的商家并不多，
更多的是相关运营企业免费提供给商家，市民扫码关注
的公众号也不是相邻的商家，而是专门的商业公众号。

“通过扫码打印机在相关店面的精准投放，可以吸收微
信公众号的订阅客户，目前企业旗下的数个公众号合计
粉丝量已颇为可观，公众号向客户推送图文已经形成一
定影响力。”一位业内人士介绍了此类扫码打印机运营
企业的盈利模式，关键是吸粉运营公众号以吸引广告商
投资。

种种的扫码优惠，看上去很诱人，其中却暗藏商家
恶意营销、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

“如果仅仅关注的是某一个商家自己的公众号，最
多就是被收集到微信的照片和个人微信号，但如果扫码
机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第三方网络平台，我又将个人照片
传了过去，总感觉有些不安全。”在打印过几次照片后，
市民肖某开始有了隐私泄露的隐忧。

二维码不能随便扫

记者了解到，目前制作二维码的门槛较低，只要通
过网络下载二维码生成器，将想要发布的内容粘贴到二
维码生成器上，软件随即就能生成所需的二维码。

那么，这些二维码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有什么风
险呢？

一些不法分子将病毒、木马程序、扣费软件等下载
地址编入二维码，市民一旦扫描，手机就会被植入的病
毒木马感染，银行账号、支付密码等个人信息就会被盗
取。也正因为二维码制作的门槛过低，且目前二维码的
生产和流通没有明确的主体进行统一管理，给公安部门
侦破二维码诈骗案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明明只扫了一个二维码，却发现关注上了多个微信
公众号，这些公众号每天发送垃圾信息，删除的速度赶
不上继续关注其他公众号的速度；扫的是商家的二维
码，可关注上却发现是其他的微信号……用户在扫码时
可能遭遇到“陷阱”，有的被强行“圈粉”，有的甚至账号

被盗，遭遇电信诈骗。
有的商家故意提供虚假链接或在机器上人为覆盖

一层二维码，扫描这些二维码，就会进入广告平台；有的
商家提供的二维码，在程序上做了“手脚”，扫码后就会
被强行安装“流氓软件”，不断弹窗推送广告，甚至自动
进入广告链接。

恶意营销还只是最轻的，更严重的是个人隐私被泄
露和遭受财产损害。有些公众号通过各种方式搜集用
户的信息，将真实信息与个人照片比对后，就有可能全
面掌握用户敏感隐私信息。二维码作为网页的链接路
径和程序的下载接口，一旦通过扫描二维码链接进不法
分子提供的木马病毒程序，消费者在手机上操作绑定的
银行卡时，账号密码会被一览无余，银行卡内的钱款就
有被盗刷的风险。

规范市场强化监管

随着二维码被广泛地应用到服务、支付等各个领
域，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见码即扫”“见码即购”的时
代。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病毒、扣费软件隐藏在打折、促
销广告或热门游戏的二维码中。在联网状态下，用户扫
描后手机就会中毒，手机里的信息就有可能泄露。此类
木马也可能在后台运行，使用户手机恶意发送收费短
信，消耗上网流量，造成话费流失。

由于二维码只有被消费者扫码关注后才能发现其
是否违法违规，传播具有隐蔽性，无法做到事前审核和
全程监督，只能被动等待举报。不良商家和不法分子为
了达到窃取隐私、盗窃账号等非法目的，不断更新二维
码，或者在目的实现后删帖、另开新号，使得完整的证据
链条不易形成，且因受制于网络虚拟的特点，查找加害
人及受害人的难度均较大。

专家提醒，二维码背后的网址链接存在多种风险，
如果发生隐私被泄露甚至被盗号等现象，可以向二维码
提供者提起维权。在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二维码的真
实链接指向、扫码后果的情况下，引导消费者操作，导致
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链接进入广告平台，这种行为侵
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如果机器运营企业和商家未经许可就擅自获取用户个
人隐私信息，就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这些情况都将
被视具体情况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目前国内大量运用的是国外的二维码技术，其开放
式的市场应用模式导致了各种安全问题频发且难以有
效监控。随着二维码应用日益普遍，其安全性理应得到
重视，政府部门应当制定并推广符合国内市场环境的二
维码技术标准。同时，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二维码监管
办法，并严厉打击利用二维码实施违法犯罪、盗取个人
信息的行为，净化二维码领域环境，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编后 大家在扫二维码的时候，要切记“天上没有
掉馅饼”的事，“扫一扫”之前一定要仔细看一看，特别是
要求下载软件的，就需要格外当心了。手机用户还可以
安装专业的二维码检测软件，来对二维码进行有效检
测，让自己“扫”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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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肃

孙先生发现衣物成份与标识不符，将商场诉
至法院要求双倍赔偿，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此案，商场被判退货。

原告孙先生诉称，他在被告处购买了两套女
士西服套装，价款共计人民币5480元。该商品
标识面料成份为100%棉。孙先生委托相关检
验所对该商品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面料成份是棉
及氨纶。原告认为，被告存在欺诈行为，故起诉
至法院要求被告退货、返还商品价款5480元，并
赔偿5480元；支付鉴定费100元及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在商场购买商品情况属实，
但经过北京市服装质量监督检验二站检测，其销
售的商品是合格产品，无质量问题，不存在欺诈

的情况，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

保护。被告作为销售者应当保证产品的成份与
其标明的成份相同。依据行业标准，产品或产品
的某一部分中含有能够判断为是装饰纤维或特
性纤维，且这些纤维的总含量≤5%时，可使用

“100%”“纯”或“全”表示纤维含量，并说明“某某
纤维除外”。被告销售的商品合格证中标明面料
成份棉100%，但未标明“氨纶除外”字样，存在瑕
疵，故原告主张退货、返还价款5480元的诉讼请
求法院予以支持。被告销售的商品虽然存在瑕
疵，但并不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欺诈行为，
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商品价款一倍的损害赔偿
及检测费1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退货，返还
原告货款5480元。

衣物成份与标识不符 商场被判退货退款

□魏哲哲

陈小姐的父母拿出117万元
资助准女婿购买婚房，不料购房
后，陈小姐与男友房先生婚事告
吹。眼看房价上涨，陈小姐父母
认为应根据当前的房价按出资比
例拿回房款，而房先生则认为，房
屋登记在其一人名下，陈小姐父
母的出资属于借款，只同意原额
返还。这笔婚房出资账，究竟该
怎么算？

在陈小姐父母看来，那 117
万元是为女儿结婚目的而与房先
生共同购房的出资，虽然产权证
上没有女儿的名字，但仍应属于
双方的共同财产。当时房款及中
介费等总共花费607万元，女方
出了 117 万元，应享有 19.2%的
份额，按照该套房屋目前市场价
820 万元计算，至少应拿回 157
万元。为此，陈小姐及父母一同
将房先生诉至法院。

庭审中，陈小姐父母出示了
一份房先生所写的收条：收到陈
小姐父母共计117万元，用于共
同购买房屋，作为结婚用房。对
此，房先生辩称，这张收条并不是
他的真实意思，是当初受到欺骗
和胁迫才写下的，称117万元是
借款性质，要分期偿还这笔钱。

法院经审理，按照陈小姐父
母出资额占购房总支出额的比
例，确认其享有系争房屋 19.2%
的份额，按照双方确认的房屋市
场转让价820万计算，判定房先
生应支付房屋折价款157万元。

婚事告吹
婚房出资账怎么算？

□姜东良

家住青岛市的市民刘女士到
一家婚纱影楼拍摄婚纱照，拍摄
前影楼化妆师给刘女士推荐该影
楼的定妆产品。为了拍出美美的
婚纱照，刘女士花费200多元购
买了化妆师推荐的化妆品并在当
天使用。化妆拍照后，刘女士脸
部局部出现痘点、红肿过敏等不
适症状。之后，刘女士去医院治
疗，但效果都不太理想。

一天，刘女士无意间发现在
影楼购买的该系列保养套装产品
上面的标签与盒子原装的日期不
相符合，是过期产品。她这才知
道影楼用劣质、过期、不合格化妆
品给其化妆，致使其面部皮肤受
到严重损害。随后刘女士找到影
楼要求赔偿，经多次协商未果，刘
女士将影楼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此案后，一审判令
影楼给付刘女士医疗费、误工费
等共计7500余元。影楼不服，提
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本案主审法官庭后表示，根
据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2条第一
款的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
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该影楼主要职责
应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婚纱摄影服
务，向客户推销化妆产品已经超
出其经营范围，且化妆品已超过
保质期，上述做法违反诚信原则
且违反法律规定，故对刘女士脸
部过敏应承担赔偿责任。

影楼出售
过期化妆品被罚

□邱瑢

日前，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
林召镇的林某在家中喝了一杯医生
开的调理身体的药酒，中午朋友打
电话邀请其去吃饭，林某便驾车去
应酬。她在朋友家喝了三两多白
酒。当晚，林某驾车从朋友家返回
途中，被正在执勤的交通民警当场
查获。

民警利用酒精检测仪，测得林
某 呼 出 气 体 中 酒 精 浓 度 为
358.0ml/100ml，随后民警将林某
带至达拉特旗人民医院进行抽血
化验，经检测林某血液中酒精含量
为 324.5ml/100ml，已构成醉酒驾
驶。

民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二款，给
予林某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并处刑
事拘留。民警在调取林某资料时
发现，她于去年7月因饮酒驾驶机
动车被处暂扣驾驶证6个月，罚款
1000 元，在其还未通过考试领取
驾驶证时，又因醉酒驾驶被再次查
获。

获得两次教训的林某在审讯时
流下悔恨的眼泪。她哭诉其患有乳
腺癌、双腿膝盖骨折、右小腿骨折等
多种疾病。基于林某身体方面存在
特殊情况，办案民警向领导请示后
暂时给予林某取保候审。

“豪爽姐”
酒驾屡教不改

□姜黎黎

离婚时千辛万苦获得女儿的
抚养权，却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没
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无力履行抚养
义务，最终丧失了抚养权。近日，
通辽市科左中旗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变更抚养权纠纷案件，在法官
主持调解下，原告吴某甲与被告董
某的婚生女吴某乙变更为由原告
吴某甲抚养。

吴某甲与董某经科尔沁左翼
中旗人民法院调解离婚，离婚时约
定原、被告婚生女吴某乙由被告董
某抚养。后吴某甲以董某无固定
收入，无力承担女儿生活、教育费
用为由起诉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
权。

首次调解时，董某情绪激动，
坚称不愿变更抚养权，办案法官多
方走访，了解双方实际情况，并征
询了双方和女儿吴某乙的意见。
随后，办案法官从有利于女儿健康
成长的角度出发，多次与双方当事
人进行沟通。最终，董某为了女儿
获得更好的生活、教育条件，同意
与吴某甲达成协议，将女儿的抚养
权变更为吴某甲所有。

无力履行义务
法院变更抚养权

□腾吉广 焦云峰

俗话说“春困身乏人打盹儿”，
赤峰市敖汉旗的司机刘某开车途中
疲劳犯困，竟将车辆停在高速公路
应急车道上，趴在方向盘上睡起觉
来，幸亏巡逻交警及时发现，消除了
安全隐患。

4月的一天，敖汉旗交警大队
民警巡逻至通赤高速公路敖汉段
67公里处时，发现一辆白色丰田小
轿车停在应急车道内，双闪灯不亮，
后方也没有停车标志。民警停车查
看，发现该车司机竟伏在方向盘上
酣睡。民警敲车门叫醒司机，询问
得知，该司机已连续驾车3个多小
时未休息，犯了“春困”，便停车在路
边休息，一“打盹儿”睡着了。民警
对其进行了安全教育后，对其在高
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行为给予相应
处罚，同时责令其就近下高速找到
服务区休息。

交警提醒 随着春暖花开天气
变暖，驾驶人员极易因“春困”出现
疲劳驾驶，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这
类情况，请一定将车辆停于服务区
或驶出高速公路外，选择安全地段
进行休息，确保安全。

司机酣睡高速路
交警叫醒梦中人

议事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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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