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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消协发布 2021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教培机构频现跑路及退费风波等 上榜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 近日，中国
消费者协会（以下简称“中消协”
）联合人
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基于大数据与舆情
社 会 影 响 力 测 算 结 果 ，共 同 梳 理 出
“2021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分别
是：
一、车顶维权”事件暴露车企服务漏
洞；
二、教培机构频现跑路及退费风波；
三、个别跨国企业无理拒绝新疆产

品侵害消费者权益；
四、未成年人线上线下过度消费问
题频出；
五、餐饮品牌门店食品安全事件受
关注；
六、消费者个人信息“裸奔”问题突
出；
七、视频平台“超前点播”被指“套
路”接连取消；
八、
“网红”商品被指过度营销；

九、奢侈品牌中外退货政策“双标”
引不满；
十、电商平台“宠物活体盲盒”存侵
权风险。
回顾 2021 年，消费维权舆情呈现出
以下特征：一是消费者维权意识持续提
升，对维权渠道及消费者权益保障措施
更为关注；二是个别行业顽疾导致消费
者权益受损事件屡屡引发舆论争议；三
是部分品牌在维权纠纷处置中忽视消费

者诉求，欠缺诚意，导致纠纷持续发酵。
多起消费维权舆情事件显示，消费者权
益保障工作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展望 2022 年，在“国潮风”商品走
热、沉浸式业态等新型消费场景增加、健
康消费规模扩大等新趋势带动下，关涉
新型消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仍将是
舆论关注焦点所在，同时，
“一老一少”消
费群体、乡村消费市场等领域也将受到
侧重关注。

13796106320

韩国连续三天 日增超七千病例
奥密克戎成主流毒株
据新华社电 韩国单日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数连续三天超过 7000 例。韩
国政府官员 24 日说，变异新冠病毒奥
密克戎毒株的检出率达到 50.3%，成为
韩国主要流行毒株。
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官员全海
澈说，奥密克戎变异株在新增病例中的
检出率现已达到 50.3%。由于这一传
染力更强的变异株扩散，上一周的日均
确诊病例升至 5962 例，较前一周增加
约 50%。不过，危重症患者减少，重症
监护病床使用率低于 20%，疫情仍控
制在医疗体系承受范围之内。
全海澈表示，
为有效应对确诊病例

增加，政府将调整医疗体系，着重于高
风险群体的早期检测和治疗。全国检
测机构将主要面向高风险群体开展核
酸检测，低风险群体的病毒筛查则以快
速抗原检测为主。另外，
全国范围内完
成疫苗接种的确诊病例隔离期将由 10
天缩短至 7 天。
韩国防疫部门先前指出，
奥密克戎
成为主要流行毒株后，
新增确诊病例数
预计将大幅增加，现阶段实行的
“追踪、
检测、治疗”防疫体系将无法维持防疫
局面。
韩国卫生部门 24 日通报，过去 24
小时内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513例，
其中

本土病例 7159 例，累计确诊超过 74 万
例；
新增死亡病例 25 例，
累计病亡 6565
人。韩国大约85%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
接种，
大约50%完成加强针接种。
从本月 18 日开始，韩国报告的单
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从 4000 余例一路增
加 ，直 至 22 日 起 连 续 三 天 超 过 7000
例，逼近上月 15 日创下的单日新增最
高纪录 7848 例。
据韩联社报道，
通常周末检测量比
工作日少，
因而周一通报的新增确诊人
数也相对较少。然而，
由于奥密克戎毒
株扩散，24 日所报新增病例数据是疫
情暴发以来的周一最高纪录。
（陈立希）

据中国新闻网、
央视新闻客户端
报道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当地时间 1
月 23 日，美国纽约市再次发生一起
地铁乘客被推下铁轨的案件，
这名乘
客受轻伤。
据报道，当地警方指出，受害者
是一名 61 岁男性，目前受轻伤，已被
送往附近的医院。他被推下铁轨后
仍可自行爬上站台，
没有与列车发生
接触。
警方消息称，
推人的嫌犯是一名
20 多岁的男子，犯案后立即逃离了
现场。
而就在一周前的 15 日，一名亚
裔女子在地铁站被推下铁轨后遭撞
击身亡。嫌犯为一名 61 岁的男性，
警方仍在调查该案是否涉及族裔动
机。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 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 130 平米；另一套
170 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 层 ，可 一 并 购 买 也 可 单 独 出
售。房屋地点好，
位置佳，
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
新换中央空调系统、
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 5 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急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 积 180 平 米 ，四 楼（顶 层），毛 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 滨 大 剧 院 ，小 区 园 林 面 积 占 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 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 400 平米，车
库 2 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
院面积 1000 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 平 米 。 小 区 还 配 套 高 尔
夫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
场、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
放。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急售洋房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 号置信澜悦
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 平方
米，负一层 150 平方米，带超大南北两
个阳光井 ，一层南北两个户外花园面
积 116 平方米，另有 20 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间特
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具，豪华装
修，品质生活，因去外地发展，希望将
此屋转让给真正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乐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强小学一批次
报名，校车小区门口一站直达。万科物
业，
管家服务，
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13664646555

我省福利彩票市场休市 10 天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 24 日从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获悉，根据财政部
《关于 2022 年彩票市场休市安排的公
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 2021
年第 35 号）的要求，中福彩中心印发了
《关于 2022 年福利彩票市场休市的通
知》
（中彩发字[2021]169 号），黑龙江省

19845256893

联系电话

2022 年春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 2022 年福利彩票
市场休市做出相关安排。
春节休市 10 天，具体休市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29 日 0：00 至 2 月 7 日 24：
00。
春节休市期间，除即开型福利彩票
外，停止我省其他各类福利彩票游戏的

抵账房低价出售

销售、开奖和兑奖。即开型福利彩票的
销售或者休市，由各地市福彩中心根据
本地实际情况决定。
为保障购彩者权益，乐透数字基诺
型福利彩票兑奖期最后一天在春节休市
期间的，顺延至春节休市后的第一个工
作日（2 月 8 日）；兑奖期包含春节休市

10 天的，兑奖期调整为 63 个自然日（若
兑奖期最后一天为周六、周日或法定假
日的，
则顺延至此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黄河路宣庆小区，6 楼私产
（层高 7 层），建筑 105 平米，使用
70 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装
修送家具，24 小时包烧供热，拎
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有
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联系电话：赵先生

13694515777

双色球头奖 7 注 787 万
奖池 13.96 亿
1 月 23
日晚，中国福
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
第 2022010
期开奖。当
期双色球红
球 号 码 为
12、18、19、
20、21、32，蓝球号码为 15。
当期双色球头奖开出 7 注，
单注奖金为 787 万多元。这 7 注
一等奖花落 7 地：北京 1 注、内蒙
古 1 注、江苏 1 注、湖北 1 注、云南
1 注、陕西 1 注、新疆 1 注。
二等奖开出 139 注，单注金
额 18 万多元。当期末等奖开出
1144 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5:

1，三区比为 0:5:1；奇偶比为 2:
4。其中，红球开出两枚斜连号
18、20；两枚隔号 20、21；一组同
尾号 12、32；一组四连号 18、19、
20、21；
蓝球则开出 15。
当 期 全 国 销 量 为 4.03 亿
多 元 。 计 奖 后 ，双 色 球 奖 池 金
额为 13.96 亿多元。
下 期 ，彩 民 依 然 有 机 会 2
元中得 1000 万。
据中彩网

超燃时刻 福彩刮刮乐来助阵
生活报讯（记者李丹）记者从省福彩中心获悉，
励志体育竞技电视剧《超越》近日在央视和腾讯同步
热播。剧中，
中国福利彩票奉上的特别
“彩蛋”
——刮
刮乐
“冰雪”主题票和
“壬寅虎”
生肖票，
与短道速滑项
目相得益彰，
呈现出了
“激情和梦想”
的碰撞。
福彩刮刮乐近期上市的
“冰雪”
主题票，
是以冬季
冰雪运动为设计元素的主题彩票，
包括
“爱拼才会赢”
和
“超越梦想”
两款游戏。
“爱拼才会赢”游戏有滑雪、花滑、冰球、速滑等 4
种票面，涉及 4 个冰雪项目。通过动感十足的手绘人
物，传递友谊、团结、公平的奥运精神；
“超越梦想”游
戏有滑雪、滑冰、雪橇、钢铁雪车、冰球、冰壶、雪车和
冬季两项等 8 种票面，通过优美的线条与丰富的色彩
展现奥运健儿为国争光的风采。
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
中国福利彩票
发行管理中心推出这两款刮刮乐即开票，
不仅是福利彩
票践行公益初心的一项举措，
也希望通过福彩即开票这
个载体让更多的人关注冬奥赛事，
共同为中国奥运健儿
加油助威，
弘扬
“更快、
更高、
更强”
的奥林匹克精神。
超燃时刻，超越自己！一起为中国冰雪加油，为
公益事业添彩！
图片由省福彩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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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地铁又发生
乘客被推下铁轨案

身边 A09

厂房出租

面积 800 米（2 层），动
力电、上下水、室内卫生间，
另有 100 米厂房，位于松北
区庙台子火车站附近。

联系电话

15504570788

车库出租
大方里小区现有车
库一处，使用面积 40 平
米，有取暖，有照明电，可
存车或做库房。

联系电话

13136690462

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
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84681180
电话 15004697804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鱼皮虎
虎
绘
手
虎
纸
剪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刘维娜 记者李丹）贴春联、放鞭炮、
办年货，逛庙会，除了这些传统的春节民俗，在这新旧交替之际
阖家团圆之时，还有很多传统手工艺也描绘着年的味道。近
日，生活报记者就采访了一些传统手工艺人，看他们为虎年的
到来，
准备了什么？

“纸老虎”
：中国元素满满 寓意吉祥
海伦剪纸是黑龙
江省特有的民间艺
术，海伦市已被国家
文化部命名为"中国
民间艺术——剪纸之
乡"称号。傅作仁满
族剪纸世家第四代传
承人傅清超老师，更
是在虎年到来之前就
创作了《吉虎旺财》等
一系列虎年剪纸。
“老
虎给人的形象一直是
凶猛的，但是为了体
现它吉祥的寓意，我
特意在我的作品中加
入了很多中国人喜欢
的元素。”傅清超老师
和生活报记者介绍
到。
“你看它脚下的

你稀罕谁
鱼皮虎：
材料天然 无需笔墨

鱼皮画是赫哲族特有的艺术品，
“它是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我认为它是
世界上唯一一种天然的材料，因为它具
备天然的纹理和渐变的颜色。”赫哲族
尤氏家族鱼皮手工制作技艺外系第五
代传承人石立新老师和记者介绍到。
“做鱼皮画无需笔墨，是利用鱼皮的天
然纹理和界面颜色来表现作品的立体
感和透视感。做鱼皮画，大多数是用大
马哈鱼皮，偶尔也会用鲤鱼皮，三文鱼
皮。
”
石立新老师一边向记者介绍一边
展示了她的虎年作品。只见画作上的
老虎趴卧在岩石上，眼神坚毅，表情威
猛，而老虎身上的纹路能清楚的看见鱼

鳞。
“ 做虎呢，主要是考虑这个虎的面部
骨骼怎么表现，身上的纹理怎么表现，
包括它的眼神，它的胡须等各个细节的
刻画。这幅作品用时三天。”
“这幅作品我比较早就准备了，希
望在虎年到来之际能通过我的作品表
达人们对老虎的喜爱。”石立新老师说，
虎年到来希望大家都能虎虎生威！

手绘老虎明信片：
“虎年希望大家如虎添翼”
如意，代表着万事如意，金元宝就是
财源滚滚。牡丹是我们中国的国花，
在新年到来之际，更是象征着国泰民
安，福字就是福到。这幅剪纸我是专
为虎年设计，也希望看到它的读者，
能够虎年吉祥，财源滚滚。”傅清超老
师开心地介绍到。

一般的明信片都是打印出来的，而今
天记者采访了哈市的孙嘉驹先生，他以手
绘明信片而闻名，虎年的到来，孙先生也
特意手绘了几张老虎明信片。
记者看到，
孙先生画的虎，
栩栩如生跃
然于纸上，
从幼虎到成年虎，
把老虎的所有
特点和生活习性都紧紧抓住。
“虎年到来，
希望大家都吉祥如意，
如虎添翼。
”
图片均由本人提供

走市场看年货 记者走访哈市炒货坚果市场

瓜子口味花样多 市民偏爱“火大的”
开心果榛子也热卖 挑选有“小讲究”
生活报讯（实习生张瑞焓 记者梁晨文/摄）哈
尔滨人办年货肯定少不了炒货和坚果，过年串门，
饭前饭后，追剧看晚会都少不了它们的身影。过年
期间，谁家茶几或饭桌上不摆点瓜子花生，总会感
觉缺点什么。日前，生活报记者走访了哈尔滨市部
分炒货和坚果市场发现，这类商品正卖得红红火
火，
各式各样的年货买起来让人挑花眼。

“火大的”内蒙古瓜子热卖
最多一天卖十几簸箕
21 日，记者来到香坊区文治三道街菜市场，看
到一家专卖内蒙瓜子的商铺，
摊位上摆放着不同口
味的瓜子，
有盐炒的、五香的、还有偏甜口的红枣炒
瓜子，价格从每斤 10 元到 15 元不等。摊主向记者
介绍，瓜子都为内蒙古赤峰种植的，因为内蒙古赤
峰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
利于葵花种植。
记者看到 10 元一斤的瓜子细长、瓜仁偏小、两
侧白色条纹较多，15 元一斤的瓜子个头大、颗粒饱
满有光泽。
“ 最近生意越来越好了，最多一天能卖
10 多簸箕。卖得最好的就是 15 元大火翻炒的瓜
子，吃上去有糊糊的味道，口中还留有余香。”摊主
说。
不仅可以到店购买，还可以通过微信提前预
定。
“ 我的店在这开了 10 多年了，市区内我们都能
免费送到家。临近过年，
有的单位为员工挑选新年
礼包，都是上百斤的预定，炒好后分装成小袋再用
大袋子套上用车拉走。”店主还表示，除瓜子外，坚
果中开心果和榛子也相当受市民喜爱。

每天吃坚果炒货不宜多 要分小袋冷冻存储
道外南七道街一家炒货店老
板赵先生提醒生活报记者，如果坚
果买回放置一段时间后，有不新鲜
油脂的味道即“哈喇味”时，营养价
值就大打折扣，这种坚果最好弃而
不吃。此外，坚果如果短时间吃不

完，要分装到小袋放进冷藏室甚至
冷冻室中，才能长时间保存。特别
是那些已经去壳、切碎的坚果，最
容易变质。他还提醒：
“ 每天最好
只吃一小把，既能得到坚果的营
养，
又可避免发胖。
”

挑坚果技巧之
“一看二闻三少量”
记者在宣庆街上的一家炒货
店发现，该店铺不仅售卖各种口味
及价位的瓜子，还有花生、榛子、栗
子、巴干木和核桃等坚果。如何挑
选品质佳，口感好的坚果呢？一炒
货店于老板总结了一条“一看二闻
三少量”
的技巧。
“首先肉眼观察有无霉变，其
次要闻闻有无霉味等异味，不要一
次性大量购买。
”
于老板说出了自己
的心得。
“每个店的售价是差不多，
但有的黑心店把好坏果实掺着卖。
比如开心果，因为开心果是最获利
的。今年开心果本来就供不应求，
标价一路涨，而且开心果还有漂色
和不漂色之分，一般人很难辨别。
你看这种果实实诚，
颜色也绿，
这个
是原色的。另外一个是漂白的开

心果，
这都是没开口之前漂白的，
不
影响吃，
你看这种也很好看，
也挺绿
的，
跟原色的没啥区别，
一般不知道
的就买了。
”
于老板一边说着一边指
着手里的两颗开心果。
“买松子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
颜色程度或者开口程度，那种发黑
或者发紫红的都是坏的。像山核
桃这种，一定要挑选两头尖尖的，
皮薄果实大的，颜色发红或者发灰
的话，果仁肯定发霉了。”包装的干
果，辨别新鲜与否就是看包装袋上
面是否泛油，
泛油肯定不新鲜。
记者随后又问了好几家干货
店，发现这里的开心果都有原色和
漂白两种，各家店的价格也不一
样。白色的开心果价格都在 45 至
50 元，
原色的则在 50 至 6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