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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踪

近期，多地采取消费券补贴方式促进消费回暖，但记者调查发现，伴

随抢券热潮，一些“羊毛党”利用监管、技术漏洞，将消费券套现、交易，获

取利益。

目前，这一现象已经引起监管部门警惕，多地正不断完善消费券使用

办法。郑州等地针对这类现象发布通告称，将追究消费券套现者的相关

法律责任。

伪造消费，与商家合作套现

近日，一些微信群出现如此对话：“领到消费券的朋友，欢迎互助套

现，我有店家收款码！”“有人帮忙给消费券套现吗？八折出！”

虽然一张券仅 10 元钱，且有的城市规定每人每次仅能领 50 元消费

券，但还是有人琢磨着将这 50元套现。

记者调查发现，套取这 10 元消费券需找到合作商家，然后通过第

三方支付平台向商家支付 30 元，加上 10 元消费券，商家实际收到 40

元，当场可返还 35 元到 38 元现金，剩余 2 元到 5 元作为商家收取的套

现“手续费”。

市民蒋女士告诉记者，由于首波优惠券没有限制收款方必须是商户，

所以“羊毛党”只要有某平台的付款码，互扫就可以套现，压根不用消费。

后来平台方开始用技术手段拦截作弊行为，“羊毛党”转向有资质的商家

合作套现、分账。

多位技术安全专家告诉记者，目前，“羊毛党”利用一些技术手段可以

实现囤券：有人写程序、开外挂抢券；有人通过虚拟 IP 地址或虚拟定位，

绕开消费券领取的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组团抢。“所以往往是‘羊毛党’

大量囤券，而普通市民一券难求。”

支付宝有关工作人员回应第三方支付平台是否存在技术漏洞时称，

目前支付宝实名认证和风控能力可以确保用户真实性，可防范篡改定位

信息或批量注册抢券。对商家违规和消费者伪造交易涉嫌违法的，将联

合执法部门进行打击。

二手交易网频现买卖消费券信息

多地消费券使用说明明确规定“本券不可转让出售”，但记者发现，除

了通过与商家“合作”变现消费券，一些“羊毛党”还将消费券以票面价值

5折到 6折的价格转卖给他人获利。

记者在闲鱼、转转等二手交易平台发现有大量转手消费券的信息，涉

及山东、广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多地。单张消费券面值少则 20元，多则

200 多元。有的发布者打包多种面值消费券以半价转卖，有的是单张半

价出售。

“先到先得、售出概不退换。”闲鱼平台“我要发光 01241996”用户发

布信息称，出售淄博、桓台商超消费券，惠仟佳、联华超市等各大商场超

市都可使用，100 元、50 元、20 元面值消费券出售价格分别为 50 元、20

元、5 元。

同时，平台上也有人收券。闲鱼“残冬冷雪”发布信息称收购消费券，

记者咨询，对方称只收购顺德和三水的“商家码”，并询问记者出售哪类消

费券，要求截图券码提前查看。

记者在一些贴吧网站也发现了买卖消费券的信息。在百度贴吧“新

密吧”中，有人发布有关买卖消费券的帖子：“收消费券，刚收了个 200 元

的，有的来。”

华东某省会城市财政局就消费券监管问题回应称，消费券资金来源

于多个部门，各主管部门分别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签订协议后，财政资金通

过各部门拨给第三方，实际消费兑付资金数额从中扣除，结余资金缴回财

政，并没有明确某一部门对消费券使用进行监管。

填补监管漏洞，保证“券”尽其用

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消费券被“羊毛党”投机

牟利，不仅破坏市场秩序，还会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给地方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对于恶意‘薅羊毛’现象必须

坚决打击。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和惩处力度，相关平台要不断升级更有

效的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手段。”

浙江靖霖（广州）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吕博雄说，“羊毛党”虚假交易套

取消费券可能构成诈骗罪。商家如果专门通过帮市民套现来获利，且数

额较大的，同样可能涉嫌诈骗犯罪。

一些地方已关注到该现象。

4月 30日，郑州市商务局等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使用社会消

费券有关事项的通告》要求，严禁通过虚假交易进行消费券套现等违法行

为；严禁通过社交软件、网络平台等信息渠道，发布、传播套现消费券等违

法信息。

据郑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介绍，郑州市已会同第三方平台，通过大

数据手段监测异常交易，比如小店铺使用大数额消费券等，将及时跟进

并处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说，应利用技术手

段完善消费券发行制度设计，例如可使用区块链技术监控交易过程，制定

识别策略进行线上适时打标和拦截，提供信用绑定，设置营销活动和处罚

流程。

此外，专家建议对套现行为实施处罚和取消合作单位资格，或不给予

消费补贴资金。

吕博雄认为，政府及其委托的支付机构应当加强大数据分析，加强

对非正常交易记录的筛查，通过技术手段尽量避免以虚假交易套取消

费券的行为。同时，应当加强对申领消费券的人员、实施消费券抵扣的

商家的信用监管，使钻空子“薅羊毛”乃至违法犯罪的人付出相应的信

用成本。

加强监管

别让消费券被恶意“薅羊毛”

新华社记者 王 阳 桑 彤 郑生竹 冯大鹏

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亮

眼。与此同时，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短板

也引起更多人关注。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

敏今年就带来了一份关于完善中国特色中医药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提案。

这 不 是 个 新 话 题 。 早 在 几 年 前 ，中 国 工

程院院士张伯礼就呼吁，尽快构建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技术体系，积极推动传统知识产

权保护的国际进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专

门保护制度。

“知识产权制度对传承创新和发展现代中

医药作用重大，但确实存在一些与实际情况不

适应的地方，亟待深入研究。”何志敏坦言，我

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涵盖专利、商业秘密、

商标、地理标志等法律制度和行政保护措施

（新药、中药品种），这些保护形式间缺乏有机

衔接，中医药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间的联

动机制还需健全，保护和激励中医药创新的力

度还需加强，成效有待提升。

他具体分析道，

在专利保护方面，中

医药领域约 60%的专

利申请由个人提交，

部分专利申请质量还

有待提高。

“在现代科学技

术体系上建立的专利

制度和审查规则与具

有独特理论体系和实

践需求的古老传统的

中医药保护存在某些

错位。”何志敏说，此

外，若遇到疫情等重大特殊情况，提前公开重要

方剂将使相关专利申请丧失新颖性，在目前的专

利制度下救济空间有限。

在商标保护方面，一些知名中医药企业的商

标在海外被抢注十分普遍。2019 年，全国药店

周暨中国医药创新发展大会发布的榜单前 20的

中医药企业中，有 5 家企业商标在某国被抢注，

其中北京同仁堂被抢注商标 11 个、广州医药被

抢注商标 5个。

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保护方面，何志敏说，

目前我国对药材的品质、临床疗效等还缺乏客

观、准确的国家级标准，道地药材的评价体系尚

不健全，种质资源建设总体规划和布局欠缺，产

业发展有待提升。“对道地药材的保护、生产、加

工还停留在自发初始状态，生产企业大多规模

小、附加值低。”

针对以上问题，何志敏建议，国家中医药管

理部门和国家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深入研究中

医药产业发展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需求，通过创

新制度设计、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规范引导等

措施，多措并举，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医药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

“首先要创新中医药专利保护制度规则，加

强中医药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联动，建立

知识产权特别审查和保护名录，在知识产权执法

和中医药管理中予以重点保护，推动建立中医药

专利保护期延长制度。”何志敏说，结合中医药领

域的特点及特殊保护需求，制定中医药专利审查

规则，并通过国际合作推动更多国家和地区认可

和适用。

此外，何志敏呼吁，要加大中医药商标保

护力度，建立商标海外抢注预警制度，及时向

中医药企业发出预警信息，通过外交外贸渠道

敦促有关国家打击抢注行为，培育更多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品牌。

在道地药材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方面，何志敏

认为，应加快道地药材和食药两用产品的标准制

修订；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核准，引导企

业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管理规范要求进行生产

加工；开展地理标志保护专项行动，净化道地药

材市场环境。

最后，何志敏强调，要建立基于传统知识和

商业秘密保护的中医药品种登记制度，适用保密

规则建立特殊保护措施，并与专利、商标、地理标

志等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有机衔接，进一步加大执

法力度，坚决打击侵权行为，普遍建立 5 倍惩罚

性赔偿制度，营造有利于中医药创新发展的优良

营商环境。

补齐知识产权保护短板
中医药发展才能“不掉链子”

本报记者 操秀英

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的皇史宬是明清时

期的皇家档案馆，也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砖

石结构档案库房。它分南北两院，由于历史原

因，南院成了大杂院，违建、私拉电线问题严

重。最近院内违建拆除工作正式启动，此后将

由故宫博物院对文物古迹进行原貌修复。

随着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各地文物古建修缮的

步伐不断加快。但是如何更加科学地对古建

筑进行保护和修缮也值得探讨和关注。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对古建筑进行修

缮，是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古建筑是否需要修缮，以结构安全性能评

估结果为准。”长期从事古建筑保护研究工作的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周乾博士指出，目前我国关

于砖石类文物建筑保护及维修规范尚不成熟，而

木结构古建筑相关的《古建筑木结构维护与加固

技术规范》则提出了明确的古建筑修缮标准。

“古建筑是不可移动文物的一种，它的修

缮分为很多类型，包括日常保养维护、局部受

损修复，以及在整体结构受损严重情况下的抢

救性修复等。”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院长赵

强指出，具体什么时候应该对古代建筑进行哪

一种修缮，不能一概而论，目前也没有一个科

学定论和量化指标。

对每一个具体的古建筑修复项目而言，面

临的现实挑战也不相同，在赵强看来，很难有

标准化的应对方案,只有在严谨细致的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掌握好古建筑修复的

“度”，在制定修复方案时真正做到最小干预。

据周乾介绍，故宫博物院对古建筑开展修

缮之前，都需要进行建筑现状勘察，包括调查

建筑本身的残损情况，绘制测绘图纸，评估建

筑安全现状，提出维修保护方案。

“大量扎实的前期调研工作，对于科学制

定修缮方案至关重要。就像看病一样，在确定

诊疗方案前，需要做细致的检查，找到病根，才

能开对药方，精准施策。”赵强说。

借助科技手段，可更为全面和有效地评估

古建筑的现状，犹如高科技设备对人进行体检

可获得更准确的结果一样。周乾举例说，借助

三维激光扫描设备，可获得古建筑较为精确的

整体尺寸；借助应力波和阻抗仪技术，可测定古

建筑内部的孔洞和残损；借助计算机模拟分析，

可初步分析出古建筑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

以往古建筑修缮前都是靠有经验的老师

傅用锤子敲打，听声音来判断木制古建的损

伤。而这种方法只能了解木头有没有空洞，至

于空洞有多大、出现在什么位置、腐朽程度如

何，就不清楚了。况且如果木头是在砖石结构

里面就更无法判断了。

现在，古建筑专家引进了微钻阻力仪。它

的外观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里面有一根 60厘

米长、直径只有 1.5 毫米的细长钻头。用它打

进木头心儿，只会在木头表面留下一个不起眼

的小孔，对古建本身几乎没有损伤。仪器通过

钻头探测出的阻力值，得出一张带有曲线的

“心电图”。“如果曲线从一个高峰跌落，经过一

段低谷后又开始上升，那么就能判断这个木头

出现了空洞，而且连空洞的大小都一目了然。

去年，北京建筑大学历史建筑保护系讲师

齐莹带领团队对西安东岳庙的柱子进行了雷

达探伤工作。东岳庙的柱子在墙体里面，柱子

外观本身不可见，也不可能拆墙去判断内部木

结构。借助雷达探伤这种新技术，可以隔墙探

柱，相对直观地了解古建内部状况。

“过去古建筑本体的测绘也是一个复杂工

程，往往需要好几个人连续工作好几天。现

在，可能一个人扛一个机器扫一小时就扫完

了。”齐莹说。

新技术用于前期诊断

让后期修复更易把握好“度”

一旦古建筑结构安全受到威胁，修缮工作

势在必行。周乾介绍，根据相关规定，对古建筑

的维修应遵守“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所谓“不

改变原状”原则，是指古建筑维修后在材料、构

造组成、施工工艺等方面与维修前尽量一致。

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历史建

筑保护实验中心主任戴仕炳看来，实际修缮

中 ，由 于 种 种 原 因 ，很 难 做 到 完 全“ 原 封 不

动”。如果确有修缮必要，在坚持“最小干预原

则”前提下，可以适当地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对

古建筑进行保护修缮。

事实上，在一些修复案例中，人们也能捕

捉到新材料的身影。齐莹举例说，砖木建筑可

能会有一些纵向的裂缝，如果这个裂缝不影响

材料本身使用的话，往往会通过采用碳纤维材

料包裹的方式，来加强建筑结构的稳定性。

不只是砖木建筑，在一些近现代建筑的保

护修缮中，也较多地用到了碳纤维材料。比

如，上海外滩一些近现代建筑的修缮中也用到

了碳纤维材料来进行加固。“碳纤维材料本身

很轻，对楼体来说不会带来过多新的荷载，同

时它又有很好的刚度和适应性。”齐莹说道。

此外，在石质构件的保护修缮中，专业人

员也开始更多地用到纳米石灰等新材料。戴

仕炳介绍，石灰是一种传统建筑材料，纳米石

灰和普通石灰成分一样，都是氢氧化钙。但纳

米尺度的石灰颗粒，可以更为深入地渗透到石

材的劣化区域，实现加固效果。

新材料帮忙修补

实现“最小干预原则”

虽然有科技来帮忙，但是不可否认，古建

修缮的确面临诸多难点。

周乾坦言，首先从古建材料上讲，我国古

建筑的材料，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不可避免地

会因为空气中的化学元素或雨雪侵蚀而产生

损害，表现在材料本身的残损和材料物理力

学性能的退化，而要保证古建筑的修缮材料

完全用其原有材料有一定难度，这也是最大

的难点。

其次，古人营造古建筑多凭借经验，少有

图纸和技术方案留存于世，一些古建筑的构造

特征、连接方法很难准确地获得，因而给古建

筑修缮保护带来难题。

此外，我国古建筑保护专业人才相对较

少，也是古建筑修缮面临的瓶颈之一。“古建筑

保护和修缮是个专业活儿，需要专业的人来

干。现在大家古建保护意识增强了，但专业人

才方面仍有缺口。”齐莹说。

事实上，和具体的修缮工程相比，对古建

筑预防性的保护更为重要。所谓预防性保

护，是指通过日常的监测、评估和调控干预，

尽量减少各种自然环境或人为因素对文物的

危害，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文物的老化受损，达

到长久保存的目的。对此，周乾表示：“古建

筑其实和人一样，也存在衰老和生病的问题，

需要时常体检，并及时进行维修和保养，才能

延年益寿。”

周乾说，我国古建筑修缮保护是一个集文

化弘扬、技艺传承、科技支撑等多方面于一体

的工程。科技手段虽然并不能解决古建筑保

护修缮的所有问题，但即是古建筑得到合理保

护、延年益寿的重要支撑。

科技不是万能的

古建修缮仍面临诸多难点

古建修缮步伐不断加快古建修缮步伐不断加快

现代技术是否救得了古代建筑现代技术是否救得了古代建筑？？
本报记者 唐 婷

我国古建筑修缮保

护是一个集文化弘扬、

技艺传承、科技支撑等

多方面于一体的工程。

科技手段虽然并不能解

决古建筑保护修缮的所

有问题，但即是古建筑

得到合理保护、延年益

寿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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