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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报道“冰面危险”乱象引重视 松北召开紧急安全会议

太阳岛街道办：配合执法单位 落实冰上安全
哈市五院：近期多名患儿因滑雪圈骨头受伤

我省为职工“量身定制”互助保障活动

团体投保参加 30类重疾有保障
工作发生意外事故 累计最高可领伤残互助金2万元

A叠：要闻·文娱 今日彩票中奖号码刊发在A12版 每份1元 发行服务质量监督热线：（0451）84657610 84671553 读者纠错热线：84652201

主管/主办：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出版：生活报社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23—0017 代号：13—37 总第11593期 今日12版

记 录 时 代 风 云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2021/12/16
星期四

辛丑年 十一月十三

种 报料方式4 生
活
报
官
方
微
信

报料热线

本报官微 本报官博
龙头新闻APP 生活报网

更亲 更近 更懂你 二维码

龙
头
新
闻
客
户
端

哈
尔
滨
天
气
预
报

16日

17日

18日

多云有阵雪
多云

日
夜

晴
晴

日
夜

晴
多云

日
夜

东北风3-4级
西北风3-4级

偏西风3-4级
偏西风3-4级

西南风3-4级
西南风2-3级

-11℃
-20℃

-14℃
-21℃

-10℃
-20℃

老太乘扶梯
晕倒滚落 额头受伤
执勤民警
及时救助

与丈夫发生矛盾 扬言要烧房子

女子到公婆家洒汽油 手持打火机
因放火罪被判二缓三

AA0505

哈市6例确诊病例出院

南岗部分区域
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0505A

八旬奶奶热菜时睡着了
险酿火情

邻居闻到烟味踹门救出

关键时刻 出手相救

AA0303

AA0606

新闻热线

2021·12·16 星期四 本版主编 郑璐 编辑 李琳 版式 赵博

A08身边 13836027636

社址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政编码 150010 广告业务办理电话：（0451）84691043 承印：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王伟健 记者黄
迎峰）在快递点取走快递后，向网购平
台投诉称货品丢失，非让快递点赔钱。
近日，牡丹江市公安局爱民分局黄花派
出所，破获了一起利用网络购物退货机
制进行诈骗的案件。

10月9日，牡丹江师范学院某快递
门店负责人李某报警，称某网上购物平
台以客户快递丢失为由，向其索赔4300
余元。而他查看后发现，被索赔的四件
快递在系统内显示已被签收，店内监控
也证明，快递在10月2日被一名女子到

店取走。
办案民警分析监控录像发现，女子

戴着帽子和墨镜，疑似故意掩盖容貌，
并且分次乘坐不同的私家车到店领取
快递。几台私家车均系网约车注册车
辆，民警很快通过注册信息找到了这名

女子。经询问，该女子称其是帮助亲属
王某取快递，警方立即对王某进行抓
捕。

经审讯，王某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政拘留。

骗子让亲属取走快递后 谎称“丢件”向快递点索赔

哈尔滨市民：“集贝科技”“达新科技”业务员推销POS机

约定一年后退服务费 却联系不上人

生活报讯（记者肖
劲彪文/摄）因为方便快
捷，如今用POS机刷卡
消费很常见。日前，哈
尔滨市多位市民向生活
报记者反映，在业务员
的推销下，分别办理了
黑龙江集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贝科
技”）和黑龙江达新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
新科技”）的POS机（两
家公司为合作关系，一
个负责人），并被收取了
499元、399元不等的服
务费，按照合同约定，一
年后服务费全部退还，
然而，却联系不到业务
员了。另外，一位市民
在这种 POS 机上刷了
1000元，一下被扣掉了
54元。

尹女士告诉生活报记者，10月
27日，“集贝科技”业务员于金成来
到店内推销免费使用POS机，当时
说没有服务费，办理还送空气炸锅、
行李箱，她就办理了一台 POS机，
但事后任何礼品也没有拿到。

尹女士说，业务员于金成告诉
她，没有服务费，但首笔必须刷499
元才能启用，由于她没有信用卡，于
金成自己刷了 499 元，很快这 499
元就到账了，尹女士将499元通过
支付宝转账给了于金成。但后来一
查499元取不出来，被告知被冻结
了，并让她签署一张“终端收款设备
协议书”。

记者在尹女士提供的“终端收
款设备协议书”上看到，该产品服务
费499元，如商户的终端设备累计
交易流水金额达 88万元或累计使
用时长满一年且在一年内连续每月
交易1000元以上，可全额将服务费
作为奖励金返还给商户。没有其他
费用的体现。并加盖了“集贝科技”
的公章。

尹女士说，最近有顾客刷卡使
用了POS机，刷了1000元，却被一
下扣掉了 54元。她感觉自己被忽
悠上当了，现在业务员于金成也联
系不上，这POS机也不敢再继续用
了。

与尹女士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
阿城区的薛女士以及出租车驾驶员
王先生。薛女士告诉生活报记者，
2020年 10月 27日，她在业务员处
办理了“达新科技”一台POS机，办
完之后，业务员让她刷了一笔 399
元激活账户，刷完后告诉她一年后
返还。今年6月，“达新科技”工作
人员使用微信退还她服务费 200
元，剩余的199元满一年后无条件
退还，可是一年过去了，再发微信也
不回、语音也不接，业务员联系不上
了。

出租车驾驶员王先生告诉记
者，今年 8月 10日，他遇到了一名
业务员，推销“达新科技”的一款
POS机，交了499元服务费，事后他
觉得不对劲，找过公司也并未退款。

市民：约定一年后退还服务费 却联系不到人了

12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南岗
区哈尔滨大街的“集贝科技”，针对尹女士
投诉的问题，该公司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是有协议书的，用户都知晓，他们总
部“达新科技”（在大庆）监察部同事负责。

14日，“达新科技”监察部一名张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为尹女士办理POS机的

业务员已经离职，对于尹女士的顾客用
POS机刷了1000元被扣掉54元一事，对
方称扣的是刷卡税点6元和流量费48元，
因当时业务员没交待清楚，该公司该承担
的责任都承担，最终本着对客户负责的态
度，该公司将499元服务费和48元流量费
退还给了尹女士。

“达新科技”：已将服务费和流量费退还

针对此事，黑龙江孟繁旭律师事务
所尚书成律师表示，如果该协议是尹女
士与黑龙江集贝科技有限公司双方基于
意思表示一致并自愿签订的，而该协议
的约定又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这是前提），不违背公序良俗，
那么协议是有效的。

据尹女士所述，业务员宣称办理使
用POS机送空气炸锅、行李箱，尹女士
就办理了一台，最终任何礼品也没有
送。而且当时说没有服务费，但首笔必
须刷 499元才能启用，后来被告知 499
元被冻结了。此时，尹女士是在对方故
意隐瞒真实情况的前提下而签订了上述
协议，属于欺诈行为。《民法典》第148条
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
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
裁机构予以撤销。”也就是说，尹女士在
被对方欺诈的前提下签订的上述协议是
可撤销的协议。

至于POS收取流量费，实际上是支
付的POS机内置流量卡的流量费，该费
用是支付给移动等运营商的，POS机4G
版流量费目前市场的大致价格是36-60
元/年的区间范围，该费用收取方式是从
用户的刷卡金额里按年直接扣除。

对于黑龙江集贝科技有限公司是否
违法违规，律师表示，销售POS机必须
是合法的代理商，POS机所属公司必须
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如果没有，其行
为可能涉嫌非法经营。

这两家公司是否有合法手续可以销
售POS机呢？15日，黑龙江省达新科技
有限公司一名张姓工作人员表示，该公
司相关手续齐全，但需要核实记者身份
即可提供，但核实记者身份后，该工作人
员表示，因合同涉密不能提供，如需要可
以来大庆配合监管部门查看。截至记者
发稿时，该公司尚未提供任何证明。记
者已将此事向相关主管部门反映，本报
将继续关注。

律师：合法POS机须有支付业务许可证 否则涉嫌违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