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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21日
上午举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
日上海新增的2例本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经连夜排查，截至11月21

日8时，已追踪到两例确诊病例
在沪密切接触者86人（其中家
属6人），已全部落实隔离观察
措施，完成首次核酸采样，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已排查到筛查对象8120人，
全部完成核酸采样。截至11月

21日8时30分，7921件样本送
检，4468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其余样本尚在检测中。

这两例确诊病例女儿就读
的学校已落实好隔离、检测、消杀
等相关措施，全部改为线上教学。

目前已对相关场所的食

品、物品、环境等进行采样，共
采集 336件样本，完成核酸检
测，其中332件阴性，4件阳性。
阳性样本均来自病例家中。

浦东新区周浦镇明天华城
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市
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上海新增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电记者从天津市
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
到，截至21日18时，天津滨海新
区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103.2万
人，实开采样点2282个。

天津市滨海新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副总指挥、副区长梁春早
介绍说，在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
当中，天津市滨海新区按照相关
要求建立指挥体系，设置了8个
应急处置小组，全区核酸检测人
数初步估计在260万人左右。

目前，共有 7400余名医护
人员和6000余名社区工作人员
及志愿者参与到此次核酸检测
工作当中，其中包含天津市其他
区派出的支援人员6800余名，
有效地保障了此次大规模核酸

检测的顺利进行。
11月20日0-24时，天津市滨

海新区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天津市滨海新区于21日开始，
利用2至3天时间，对滨海新区全体
居民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

天津滨海新区核酸检测人数超百万

20日，中消协发布“双 11”
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通过对
10月 20日—11月 15日期间相
关消费维权情况进行网络大数
据舆情分析，发现今年“双11”促
销活动期间消费负面信息主要
集中在直播带货、不合理规则两
个方面。

明星直播带货
涉嫌刷单造假

据中消协介绍，监测期内，
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负面
信息 334083条，“槽点”主要集
中在明星带货涉嫌刷单造假，售
后服务满意度低、体验较差两个
方面。

“一方面，观看人数吹牛、销

售数据‘注水’等‘影响力’指标
的造假，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
而另一方面，恶意刷单、花式踢
馆、虚假举报等同业竞争也污染
了直播生态。”中消协称，例如，
汪涵直播带货翻车疑云和李雪
琴亲历直播带货造假。

有媒体报道，网络中流传的
朋友圈截图显示，11月6日汪涵

“顺德专场直播”中，有商家缴纳
10 万元开播费后，当天成交
1323台，退款1012台，退款率高
达 76.4%。而且其他商家也有
类似遭遇，导致店铺收到了平台
虚假交易警告。

针对汪涵疑似“刷单”行
为，汪涵签约方银河众星回应称

“这是假的”，公司没有任何虚构
数据或购买流量的行为，这次刷
单后退单具有恶意攻击特征。
目前平台方正在介入调查，具体
攻击源头还未查清。17日，爆料
者白涛发布声明，称汪涵带货造
假传闻属于虚假不实消息。

另据媒体报道，11月 11日
晚，当红脱口秀演员李雪琴与杨
天真等被邀嘉宾在某平台参与
了一场直播活动，和她互动的大
部分都是虚假的机器人粉丝。
一位全程参与此次直播的工作
人员称，当天结束时的311万观
众中，只有不到11万真实存在，
其他观众人数都是花钱刷量。

此外，中消协表示，直播带
货虽然火爆，但相当一部分只

顾着聚流量、扩销量的商家其
实并没有相应的售后服务体
系。同时，商家、主播之间责任
界定不清晰，遇到售后问题时
互相“踢皮球”，进而引发消费者
围观吐槽。

有消费者在微博发文：“李
佳琦直播间什么操作？第一次
翻车，是只管卖，不管售后吗？
买完不让换什么意思？那在直
播间抢什么抢？费那么大劲抢
完了，结果出现质量问题，一句
让我退货不让我换搪塞我？我
还怎么敢在直播间买东西？”

套路繁复算计太深
“薅羊毛”屡被“割韭菜”

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
集有关促销规则类负面信息
915029条，相关舆情集中在三个
方面：电商选择性推送优惠券精
准杀熟；不合并付尾款不能使用
满减优惠券、不付尾款不能退
款、付尾款必须熬到凌晨、“双
11”当天不能退款等“硬规则”；
诸如计算满减、津贴、红包、合并
购买等堪比数学考题的玩法。

据媒体报道，10月16日，北
京的韩女士使用手机在某电商
平台购物时，中途错用了另一部
手机结账，却意外发现，同一商
家的同样一件商品，注册至今12
年、经常使用、总计消费近26万
元的高级会员账号，反而比注册
至今5年多、很少使用、总计消费

2400多元的普通账号，价格贵了
25块钱。

高洁丝也成了网友争相吐
槽的对象。“买两件有折扣，结果
限购一件？这是什么迷惑行为
啊？‘双11’明目张胆的虚假宣传
可还行？”

为此，中消协表示，今年“双
11”舆情数据已密集释放出三个
方面的信号：

一是以各种形式隐匿于网
络经济“灰色地带”的“大数据杀
熟、不公平不合理定价、拒绝交
易以及二选一”等将面临被法律
法规清晰界定、有效追责。

二是无论单纯靠流量思维
主导促销的老套路，还是依据

“社交算法”设计的所谓新玩法，
或都将面临解构性变革，行业领
域的消费生态重塑或将开启。

三是“社交算法”、直播带货
等代表的新技术、新业态在用脚
投票的消费行为选择面前，“自
我革命”、迭代更新的速度或将
加快。

中消协提醒，各类主体要
拿出真招实劲严把商品质量
关，摒弃那些已经严重背离互
联网开放共享精神的优惠促销
套路，清醒把握消费新时代开
启、消费业态和生态重构的良
好契机。同时，消费者应在不
断丰富的购物经历和消费体验
过程中逐步成熟。

中新

据新华社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末，社保卡
持卡人数已达到13.29亿人，覆盖我国
94.9%的人口。每5位持卡人中已有1
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申
领总数已突破3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电
子社保卡，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关系转
移、养老金测算、境外社保免缴、失业登
记、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40项全国性社
保服务。此外，电子社保卡的移动支付
功能，已在27省的224个地市支持就医
购药扫码结算，在22个城市开通银联乘
车码，市民可以用电子社保卡扫码乘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目前通过常用的
APP、小程序等，即可找到电子社保卡线
上服务。这些渠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上12333，工、
农、中、建、交、邮储、招商、平安等各大银
行，以及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

据新华社电证监会20日表示，为适
应期货市场发展，对《期货市场客户开户
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并公开征求意见。

证监会信息显示，征求意见稿共八
章五十一条，主要修订以下内容：一是
新增账户休眠管理章节，吸收账户休眠
管理相关内容；二是优化实名制中身份
证明文件的要求；三是适度减轻期货公
司运营成本，将期货公司分支机构保存
开户资料的要求，调整为确保可以查询
开户资料即可；四是增加遵守有关反洗
钱和投资者适当性的原则性规定。

期货市场客户开户
管理规定公开征意见

据新华社电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的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和白宫顾问
安德鲁·朱利安尼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已
经自我隔离。

小特朗普的发言人20日说，小特
朗普本周伊始接受检测，结果呈阳性，
随后开始自我隔离。“他迄今没有任何
症状，正在遵守所有防疫指南。”

安德鲁是特朗普私人律师鲁迪·朱
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20日在社交媒
体推特发文，确认感染新冠。他自述症
状“轻微”，正在按防疫指南行事，包括
自我隔离并接受密切接触者追踪调查。

特朗普长子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据新华社电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
中心19日呼吁美国人感恩节期间待在
家中、不要出行，以防感染新冠病毒。
一些州长无视这一提示，要么不愿发布
防疫限制措施，要么公开自己的节日聚
会计划，甚至鼓励居民小规模聚会。

今年美国感恩节在11月26日。根
据美国宪法，涉及公共卫生和安全领域
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首要职责。一
些州长对疾控中心的警示“视而不
见”。田纳西州州长比尔·李说，不打算
颁布任何防疫限制措施。

过去数周，南达科他州大约一半的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州长克丽
丝蒂·诺姆没有要求州内采取任何防疫
举措，没有呼吁民众减少感恩节聚集。
她说：“我们不打算阻止大家团聚庆祝
感恩节，也不会劝你不要团聚。”

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主席本杰明说，
感恩节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将迎来疫情的
快速蔓延。

美国多州无视
疾控中心感恩节提示

中消协发布“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

大数据杀熟不合理定价将被追责

李佳琦介绍上线产品
（资料图片）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3亿张
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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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21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获
悉，11月21日7时至16时，内蒙
古自治区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2例，均为满洲里市
确诊病例。

21日晚，记者从内蒙古自
治区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获悉，满洲里市
有关部门将有序组织全体市民

进行核酸检测。
据了解，针对2名确诊病例

的流行病学调查已经全面启
动，对其所居住的小区已经实
行封闭管控，下一步全体市民
将在各自社区、单位组织下有
序开展核酸检测。目前，满洲
里市的公共活动场所暂停营
业，保障市民日常生产生活确
需运营的场所，将进行从严管

理。学校、幼儿园及培训机构
暂停教学活动。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公告
称，自 11月 22日起，暂停满洲
里机场全部“经呼飞”中转业
务，具体恢复时间将另行通
知。据悉，“经呼飞”中转业务
是一项经呼和浩特白塔国际
机场中转飞往内蒙古自治区

各盟市机场的中转换乘服务
业务，包含中转旅客免二次安
检、中转行李免再次托运检、
中转行李免再次托运等服务
项目。

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提醒公众，小区
居民要配合社会管控部门做好
社区及公共场所的管控工作，
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内蒙古满洲里
将对全体市民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