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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行

■新华时评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昌。诚信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的根
本，也是社会良序发展的基石。“诚信建设万里行”主题宣传活
动阐释诚信建设内涵、解读现行制度政策、介绍当前实践做
法、剖析典型案例，就是要大力营造“知信、用信、守信”的良好
氛围，进一步让诚信成为生活的必需品、人生的通行证、人品
的试金石。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是民本、家风、国魂，既是基本道德、共同信仰、基础文

明，也是做人理念、处事规则、社会契约。

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古往今来，中华民族涌现出一
批批诚信楷模，无论是劈山修渠的黄大发，还是替子还债的诚
信老爹吴恒忠，他们以信立身、以身为范、以范为德，用感人的
事迹、高尚的行为、榜样的力量感染、鼓舞、引导人们塑造诚信
形象，树立诚信社会风尚。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人
商业欺诈、合同违法、制假售假、偷逃骗税，为追逐金钱不择手
段。这些失信败德甚至是严重违法行为破坏市场秩序，损害群
众利益，严重损害社会诚信体系，令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诚信需要德治教化，更需要法治保障，把失信行为关到制

度的笼子里。必须对失信者建立黑名单制度，通过“诚信档案”
“诚信红黑榜”等强化信用约束；对侵权假冒、坑蒙拐骗等违法
违规行为要公开曝光、坚决整治，真正让失信者受到惩戒和震
慑；必须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和信用联合惩戒，推行个人信息安
全、隐私保护与信用修复机制，完善联合激励守信、惩戒失信
制度。

当前，国家正在以信用立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
部门必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大力营造
“守信者荣、失信者耻、无信者忧”的诚信社会环境，真正做到
让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寸步难行”。

（记者李云平）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让诚信成为生活必需品

新华社重庆 7 月 30 日电（记者周文冲)记者眼前的吴恒
忠，小个子，精瘦，四条皱纹深嵌在额头上。

这是一个能干的庄稼人，一个人种了 72 亩地；这个很犟
的老头儿，硬是用 10 年做成了一件谁都觉得做不成的事；他
做的一切，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他逝去的儿子。

“人就是讲个信字”

为儿子做最后一件事

重庆市潼南区花岩镇坐落在一块形如莲花的山岩上。半
山腰的绿树丛中，是吴恒忠家的二层小楼。小楼建于 2002 年，
是村里最早盖起的楼房，曾让不少村民邻里羡慕。那时，村里
人说，这家的两个男人都能干，儿子吴君开车跑运输走南闯
北，父亲吴恒忠地里的活路样样拿手。父子俩相信，不出几年，
买车建房借的几万块钱都能还完。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一切。房子盖好的第二年，儿
子出事了。那天，在一个被撞烂的摩托车旁边，吴恒忠看见躺
在地上的儿子，任凭呼天喊地、老泪纵横，怎么也唤不回不满
30 岁的儿子。

处理完后事，吴恒忠想到，儿子生前借的钱还没有还完。
村里的习俗，儿子借钱不一定要打借条，但必须有家里长辈当
见证人。儿子借的每一笔钱，吴恒忠都在场，他对着账本算了
一下，欠了 19 万元。

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吴恒忠和老伴一年到头在地里辛苦，
省吃俭用，也存不下几个钱。那段时间，他每晚都坐在儿子坟
前，琢磨着怎么办。借钱给他的亲戚朋友也知道他家的情况，
没有一个人上门要债。“老吴，欠账就算了，娃欠的和你没关
系。”“老吴，这时你就别逞能了，你拿啥子还钱？”……大家纷
纷劝他。

但老吴决定，必须要替死去的儿子还钱。“我是当过兵的
人，过去当通信兵送信，要求我 12 点钟把信送到，我就绝不会
晚到 1 分钟。人就是讲个信字。儿子和我一起借的钱，他还不
了就我来还，要是不还完，对不起儿子。”

“我的儿，你安心走吧，爸一定都帮你还上。”当时年近花
甲的吴恒忠下定决心。他知道，这是他作为父亲，为儿子做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还一点就少一点”

一个农民的极限付出

吴恒忠打定主意，早一天把钱还完，早一天完成对儿子的
承诺，他就早一天心安。

盛夏时节，太阳把土地烤得龟裂。吴恒忠出了院子顺着坡
向下走，穿过一大片绿油油的花生田，来到自家蔬菜园，绕在
架子上的四季豆可以收获了，第二天要赶场，他摘了满满一背
篓豆子。他一次背 100 斤去卖，1 元钱 1 斤。

为了赚钱还债，吴恒忠想到的办法就是扩大生产多种地。

他把每一分土地抠着用，房前屋后见缝插针种满了果树和蔬
菜，村里的撂荒地也种上了庄稼。这样还不够，他又开了一大
片荒山。将原来的 5 亩承包地增加到 72 亩，在大面积机械化

耕种难以实现的
西南山区，这几
乎是一个农民的
极限。

老伴患肺心
病多年，地里活

几乎全靠吴恒忠一个人。他早上天不亮就下地干活，晚上天黑
打着手电筒接着干，回到家经常是又困又乏，晚饭不吃倒头就
睡。有一点收入他就去还钱，最少的一次还了 50 块钱。一年下
来，吴恒忠还了 1 万多元。“还一点就少一点，总算有个盼头。”
吴恒忠说。

2013 年冬天，老吴还剩下最后一笔 2000 元的欠账。他坐
车去四川泸州，没有提前与对方联系。因为以前他还钱时提前
给债主打电话，结果对方无论如何也不要他的钱，有的甚至还
躲着他。为了让对方收下钱，他只能“突然袭击”。这一次，钱收
下了。

就这样，儿子留下的 19 万元欠账，在 10 年后，终于由父
亲全部还完。那一次，对方想留他在泸州休息几天，可他急着
赶回老家——— 他要告诉儿子，父亲做到了。

“我宁愿再苦 10 年”

父爱之花芬芳人间

吴恒忠替儿还钱在当地传为佳话。2013 年，他被评为第
四届全国道德模范，被称为“诚信老爹”。

镇上给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去北京领奖，乡亲们在春节联

欢晚会上看到了他。回到村里，他换上干活的衣服，挽起袖子
扛着锄头，又下田去忙活了。72 岁的他，还在种地。

“我是一个庄稼人，干活习惯了，人老了睡眠也少，让我不
干活我还难受。”吴恒忠说。为了增加产量，他把蔬菜大棚加高
了 2 米。村民说这么改行不通，他的犟脾气就上来了：“万一我
就成功了呢？”

相关部门前来慰问，他提前把一楼屋内的墙重新粉刷了
一遍，自己住的二楼为省钱没有粉刷。他向领导提了一个要
求，取消他建卡贫困户的资格，“把扶贫资金给更需要的人，我
自己还能养活自己。”

他用政府给的奖金买了几头小猪精心伺候，每天喂两次，
都是玉米、细糠和麦麸。“等到腊月，我把养好的肥猪送人，送
给谁现在我不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我不能放空炮。”吴恒
忠说。

他走到儿子的坟头前，左侧一丛红色的美人蕉如火一般
艳丽，右边一丛白色的栀子花淡淡绽放。“这是我儿子最喜欢
的两种花，我专门给他种的，陪着他。”吴恒忠说。

父亲告诉儿子，自己有一个新目标。“债还完了，我还
要把这个家带起来，我还要帮助更多人，我宁愿再苦十
年。”吴恒忠说。

为你，十年又十年
“诚信老爹”吴恒忠的“犟”故事

▲吴恒忠在重庆市潼南区花岩镇龙怀村自家大棚里劳作（ 6 月 6 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文冲摄

新华社厦门 7 月 30 日电(记者颜之宏)暑期已经过半，不
少“飞行达人”开始着手预订国庆出游的“早鸟票”(提前预订
享受更多优惠折扣的机票)。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部分
用户在一些 OTA 平台(线上旅行社)上反复订票不成功，错
过了优惠票价甚至贻误了行程。

订单提交多次不成功，强行生成订单

“订票 19 天，反复尝试提交订单近百次，眼看着机票从
7300 元涨到 11000 元！”深圳市民孔先生告诉记者，原计划今年
国庆和朋友去法国和西班牙旅游，但在使用携程 APP 订票时
遭遇了网上网下机票价格不一致的现象。

孔先生表示，在每次提交订单准备支付时系统都会提示
“订单提交不成功，麻烦您返回查询页重新预订”。在随后的
19 天内，孔先生多次尝试预订价格最便宜的直飞或仅中转一
次的航班，订单均无法成功提交。

无独有偶，宁波的胡女士也遭遇了类似经历。去年 12
月，胡女士原计划前往悉尼旅游，当时在去哪儿网上查询到
的票价单张为 1752 元，但每次在准备付款时票价都会在燃
油费和保险费之外多出 540 元。更为离奇的是，当胡女士点
击“重新查询”按钮后，去哪儿网强行给胡女士生成一张 4000
余元的订单，并反复提醒胡女士支付。在胡女士随后 18 天的
订票经历中，上述场景一直反复出现。

记者也在携
程 APP 上进行
了订票尝试，预
订 9 月 22 日至
2 5 日香港至马

德里的往返航班，在随机挑选航班、选择价位最低的出票方案
并填写旅客个人信息后，当记者点选下一步时，APP 弹窗提示
“很抱歉，您预订的价格舱位已经售完，请重新选择”。记者随即
又选择了相同时间由上海往返悉尼的随机航班，在订单提交环
节得到了相同的弹窗提示。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去哪儿网 APP 端，在多次选择往返
目的地间的低价航班，点击支付时会弹出“该价格余票已售
罄，请重新搜索”的提示。

究竟是“运气太差”还是另有猫腻？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后发现，孔先生和胡女士的订票遭
遇并非孤例，类似情况的反映从 2012 年起就没有间断过。

在联系携程后孔先生得到客服答复——— APP 端展示价
格比后台机票实际价格低 600 余元致使机票订单无法提交，
如有需要，可通过后台实际价格帮助孔先生下单。“闹了半天
携程给的低价是假的，在与携程纠缠的这段时间里眼看着机
票价格往上涨。”孔先生生气地说，在向携程客服投诉该问题
后，他甚至还被怀疑是有意“碰瓷”。

记者就自己在订票测试中的遭遇询问携程客服，对方
回复称后台并未找到记者所提供的低价航班组合，并表示
可通过电话端帮记者订票，但价格会高于 APP 端显示价
格。

业内专家表示，规模较大的 OTA 平台国际机票会有约
5% 的订单因“变价率”(机票价格实时变动的概率)造成支付
失败，但类似“连订单都无法提交”且“连续多日无法购买同一
往返地机票”的情况并不多见，其中不排除有“独特”的产品设
计逻辑。

各方都应勇于向涉嫌价格欺诈行为“亮剑”

根据第三方大数据分析公司易观数据显示，携程和去哪
儿在 2018 年第一季度仍占据我国在线机票预订市场的前两
位，市场份额分别高达 37 . 5% 和 20 . 8%。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机票预订过程中遭遇类似情况，
大多数人认为只是“运气欠佳”所致，并未向有关部门投诉。专
家认为，改善行业环境需各方努力，对涉嫌价格欺诈的行为要
勇于“亮剑”。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师表示，根据价格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平台不得使用虚假或使人误解
的价格手段诱导消费者进行交易。消费者在遭遇疑似价格欺
诈行为时可向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由行政执法
部门对涉事平台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
示，相较于互联网企业低廉的违法成本和消费者高昂的维权
成本，不对等的博弈关系并不能促进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养成，
也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高艳东建议，有关部门可考虑在处
理互联网企业与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时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思
路，让失信企业在行业内寸步难行。

“用户会用脚投票的。”资深互联网观察人士尹生说，互联
网行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任何不诚信行为都会被放在放大镜
下拷问，相关企业不应抱有任何侥幸心理。

携程方面在对记者采访回函中表示，机票预订订单提交
不成功是极少数情况，并非携程的主观故意行为，并且该情况
在行业内普遍存在。目前，携程机票部门已将前述问题作为重
点项目，在内部开展研究改进工作。

订不到低价机票全因“运气差”？
看得见摸不着的“早鸟票”背后恐有猫腻

新华社济南 7 月 30 日电(记者王
阳)“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卖家多卖
钱，买家少花钱。”通过多渠道、高
频次的广告投放，瓜子二手车直卖网
这句广告语近年来令人耳熟能详，火
遍全国。

记者调查发现，瓜子网宣称的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与实际操作并
不相符，其“包卖”服务从个人手中
收车销售，同时还有中间商在平台上
买卖车辆。

号称“没有中间商”自

己却收车来卖

近日，记者通过瓜子网 APP 预
约购买一辆日产轩逸轿车。车主介绍
车辆道：我的这辆车刚用了一年多一
点，主要是日常代步，假期偶尔出去
自驾一下。为了腾指标，需要出售，
有喜欢的朋友联系我看车吧！

记者向瓜子网济南销售人员提出
见车主谈价格。这位销售人员说，可
以约车主，但是怕车主没有时间。随
后对记者说，这是“保卖”车，公司
从个人手中收来的车，价格已经定
了，没有跟车主谈价格的环节。

“车况佳、车主着急卖的车，我
们会收过来做‘保卖’服务。瓜子先
付给卖家八成车款，保证车辆在一定
时间卖出，之后再付全款。如果车主
不着急卖，就挂在二手车个人交易栏
目中。”另一位销售人员说。

记者来到瓜子网位于济南的“保
卖”车行。车行没有门面店，实际就
是一处地下车库的部分区域，其中停
放着 100 多辆待售车辆。

曾在北京市旧机动车交易市场和
电商平台做管理职务的王萌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瓜子网“保卖”车要收卖
家车价 2% 服务费，收买家 4% 服务
费、过户费 700 元上下、GPS 安装
费约 1000 元；“保卖”车上架七天内成交必须通过瓜子网
办贷款，还要收车款 2% 的贷款服务费，贷款三年还要收相
当于车款 3% 的金融返利，还没算强制性购买保险，这加起
来至少 10% 的利润。

瓜子网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称，发展“保卖”服务是为了
优化客户体验，可以集中看车，其实还是个人对个人的买卖。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团长邱宝昌律师分析，瓜子广告
中比较明确、具体的承诺与实际履行情况发生背离。首先，
买卖双方并非直接面议价格，而是分别与瓜子网签订合同，
且看不到对方的合同，中间不透明。其次，瓜子网收取双方
多种费用并从中营利，这些费用有些是消费者不能自主选择
的。

记者注意到，瓜子网在广告中表明“仅为信息发布平
台”，但在裁判文书网上，多份法院此前的案件判决书认
定，瓜子公司是“有资质的中介公司，系合同居间服务
方”。

号称“直卖”但平台上却有二手车商做买卖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平台自己收车来卖，瓜子网有员工
还将一些优质二手车源直接卖给了二手车商，一些二手车商
也通过瓜子网销售车辆。

曾在瓜子网供职多年的管理人员张某介绍说：“如果是
关系好的车商，就经常合作卖车。只要车主同意，车商觉得
车况好有利可图，就很快促成交易。”

上海静安法院今年 6 月判处一起案件，当地瓜子网销售
主管纪某，利用提前看到车辆评估信息的“优先权”，把质
量好、价格便宜的车辆给车商。与他相熟的二手车商迅速完
成交易后，将好处费转账给纪某。而别的客户如果想约看车
辆的话，销售主管纪某就会让销售员工以车主联系不上、不
想出售的缘由推脱掉。纪某被判处拘役 5 个月。

还有消费者反映，在瓜子网上买到了二手车行的车。针
对这一情况，瓜子网的一名销售人员并不掩饰。他告诉记
者，确实有这种情况。

张某说，二手车中间商在瓜子网上卖车情况以前多，现
在少了。原因是“行情不好，瓜子自己的车都卖不完”。

记者拨通瓜子网客服电话，对方表示，只要个人车证照
齐全，平台就可以挂售，并没有其他验资手续。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线下二手车商实际是瓜子网交易链
的一环——— 车商既可从平台上购入车辆，又可卖给个人消费
者。因此，不能说瓜子网平台上没有中间商。

瓜子网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无法保证平台上 100% 没
有车商买卖车辆，将二手车卖给车商是销售人员的个人行
为。车商挂车销售也是平台抵制的，一直以来，企业都在严
查严惩，这种情况是行业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

专家建议修改广告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瓜子网广告自称直
卖网，也就是 C2C 模式——— 消费者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行
为，但实际上，其商业模式实际上已经包含 B2C ，即企业
对消费者的买卖关系。这种情况应该明白无误地告知消费
者。该广告词涉嫌虚假广告、误导性宣传。

事实上，今年 4 月，北京市工商局丰台分局就因广告
“卖家最高多卖 20% ”等表述“表示不清楚、不明白”，
处罚瓜子网母公司车好多旧机动车经纪(北京)有限公司 30
万元。

“一般来说，在 C2C 商业模式中，电商平台以信息服务
提供促成交易，企业通过服务、交易环境而获取收益，这种服
务商品是否收费、具体包括哪些费用等均应明确。但瓜子网的
广告却做了一种模糊处理。”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
长洪涛说，广告误导了消费者，造成行业不正当竞争，涉嫌违
反了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瓜子网广告让消费者以为能够降低成本、获得最大利
益，这种宣传是有缺陷的。”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表示。

有专家认为，瓜子网的广告需要修改。“广告最重要的
是真实性、合法性。实话只说一半等于撒谎。”刘俊海说。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认为，应健全二手车
交易制度，包括注重诚信、车辆档案透明可查、形成价格参
考标准等。

专家建议，企业应对消费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全面尊
重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另
外，监管部门应对企业广告打擦边球的行为进行处罚，维护
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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