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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团歇业 400多商户傻眼
万众团称“三年内全部还清欠款”，商家担心欠款打水漂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近日，省城
市民刘女士通过一家名为“万众团”的
团购网站，团购了一个美发套餐，可
是，11日下午，当她凭手机短信去消费
时，却被告知其信息无法验证，而万众
团官网挂出了一个关门歇业的声明。
声明称，对于部分欠款，他们将在三年
之内全部还清。很多商家对此都半信
半疑，“那些钱多半儿是打水漂了”。

团购信息无法验证

11日下午，市民刘女士带着朋
友来到省城市中区顺河街银座晶都
广场的一家美容美发机构，想要在
春节前做一个美美的发型。

刘女士是这家店的熟客，不过
这次消费所花的费用却很低。这是
因为，2013年12月19日，她从一家名
叫“万众团”的团购网站上团购了该
美发店一个有效期至2014年3月30
日的美发套餐。只花129元就能享受
到价值1080元的服务，除了烫发，还
包括造型设计、洗剪吹、烫前护理等
项目，刘女士很是满意。

店员都认识刘女士，所以没有
按照团购消费的程序，先验证团购
信息再消费。可是，等刘女士做完头
发，店员却发现其信息无法验证，因
为团购网站打不开了。

网站称三年还清欠款

“万众团倒闭了！”刘女士说，打
开万众团官网，界面上只有一个“网
站声明”。声明显示，由于业务关系

已无法正常为大家服务，从1月9日
起暂停服务，消费者售后问题请拨
打客服电话400-088-8491。

万众团在声明中表示，对于部
分欠款，他们将在三年之内全部还
清，要求商户将自己的相关信息发送
至网站邮箱，他们会进行确认，并统一
邮寄相关凭证。对于员工，“让大家被
迫在春节前失业，深表歉意”。

然而，刘女士和记者先后多次
拨打这个客服电话，语音提示，这部
电话已经欠费停机了。

记者了解到，该网站公司名称
为北京浩诚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年5月在北京朝阳工商局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为10万元。据有关媒
体报道，其位于北京的办公场所人
去楼空，工商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400多家商户受损失

发现万众团歇业后，这家美容
美发店最后并没有收取刘女士和朋
友两个人的费用。“消费者已经花钱
了，这几百块钱的损失我们只能自认
倒霉了。”该店店长陈先生表示，目前
他们只能暂停再接待相关团购活动。

陈先生告诉记者，已经有很多
订单成功消费，但店方还没来得及
结算，初步估计损失最少有七八千
元钱。对于万众团承诺的三年之内
还清欠款，陈先生认为这基本是托
辞，“这些钱基本上打水漂了。”

“这钱要不要的回来，还真不好
说。”像陈先生这样受损的商户在济
南还有不少，明湖东路一家孕婴用
品店负责人徐先生无奈地说。

虽然网站已经无法正常登录，
但记者从百度截图中发现，该网站
在济南的团购活动有餐饮美食、休
闲娱乐、旅游住宿、生活服务、商品
服务等内容，省城历下、历城、市中、

槐荫、长清各区共有合作商家约450
户。据初步了解，这些商家的损失少
则上千元，多则数十万元。

律师建议向消协举报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伟
告诉记者，类似的团购网站倒闭，无
论是对于其合作商家还是消费者，团
购网站都应该承担合同违约责任。

为此，王伟提醒，对于商家和消
费者来说，在选择团购网站合作或
者消费时，一定要谨慎，尽可能选择
那些运营时间长、影响力大、信誉度
高的团购网站，对其真实性、合法
性、团购记录等相关内容一一审核，
擦亮眼睛甄别良莠不齐的网站，尽
量避免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

此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针对团购过程中遭遇到的问
题，消费者也可以向消协进行举报。

你你问问我我答答

【腊八蒜发绿】

马女士：去年夏天，我曾用陈醋
腌过一次蒜，做法跟腌腊八蒜是一
样的，但蒜却不发绿，也不好吃。可
我看邻居们腌的腊八蒜都是绿色
的，大蒜的颜色变绿是怎么回事？会
不会有毒呢？为啥我腌的不发绿？

记者咨询：用老董家菜馆厨师
长张公岭的话说，大蒜变绿是醋

“拿”的，那这醋是怎么“拿”的呢？原
来，大蒜里藏着一些活性物质，在酶
的作用下，这些物质会变成一种蒜
绿素。蒜绿素可是个好东西，它具有
很强的抗氧化和抗衰老作用，含有
多种维生素，抗霉菌，预防肠炎，痢
疾，比普通的蒜更有效。所以，吃腊
八蒜对人体有很好的保健功效。

蒜绿素在低温下更容易生成，
而腊八前后是一年中温度比较低的
时候，所以这时候腌腊八蒜更容易
变绿。夏季腌蒜空气太潮湿、气温太
高，因此难以形成蒜绿素。

出租车自燃所幸气罐没爆炸
□记者 殷宝龙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11日18
时30分左右，二环东路与花园路路
口，一辆出租车突发自燃，司机逃离
车辆，火势十分猛烈，出租车被烧得
面目全非。消防官兵赶到后，10分钟
将火基本扑灭。

当时，历城消防大队黄台中队
接到119指挥中心调令：位于二环东
路与花园路交叉口处发生一起汽车
火灾；出动一部斯太尔王豪沃八吨
水罐车迅速赶赴现场。

着火的出租车火势非常猛烈并
伴随浓烟，车主介绍，着火车为“油
改气”轿车，车后备箱内存有压缩天
然气气罐，罐内气体为满载状态，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现场指挥员孙东命令一组消防
员在着火车辆两端50米处设立警
戒，隔离围观市民；另一组消防员则
用直流水枪对出租车进行正面扑
救，将明火扑灭，并对残余火点逐一
扑灭；同时，有消防员用水枪对后备
箱内天然气气瓶进行冷却降温。10
分钟后，火势被基本扑灭。

□帮问记者 张淑芬

万万象象

读读者者报报料料

最近，一些市民报料说，在“万众
团”团购了商品，去消费时却被告知

“信息无法验证”。而和万众团合作的
商家也大倒苦水：万众团歇业了，商
家损失少则上千元，多则数十万元。

□记者 秦聪聪

堂兄弟高校宿舍疯狂盗窃
□记者 殷宝龙

通讯员 胡迎安 孙微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两名男
子本是堂兄弟，本来一个在青岛打
工，一个在章丘上大学，却因为缺
钱，密谋一起去盗窃学生宿舍里的
笔记本电脑。

7日15时许，章丘市公安局双
山第二派出所接到某学院学生报
警称：当日14时50分，在男生宿舍
楼区发现两名盗窃嫌疑人。民警在
该学院学生及保卫人员的协助下
将其中一人抓获。

27岁的犯罪嫌疑人栾某系山
东高密人，之前在青岛打工。他供
认了伙同堂弟栾某某盗窃的事实。

随后，栾某某到双山第二派出所投
案。

栾某某系该学院学生。被抓前
半个月，栾某某约栾某来章丘玩，
并一直让栾某住在其宿舍楼内。其
间，兄弟俩因“手头紧”，想到了盗
窃宿舍里学生的笔记本电脑卖钱。
他们陆续购买了断线钳、锁、电脑
重装系统盘等，并多次踩点。

1月7日14时许，他们趁学生
都去考试宿舍没人期间相继进入
该宿舍楼三楼、四楼部分宿舍
内，疯狂盗窃笔记本电脑10台、
手机4部等财物，涉案价值达3万
余元。在将被盗笔记本电脑准备
往校外转移时，被学生发现后报
警并抓获。

感情遇纠纷男子跳入无水河
头部摔成颅骨骨折

□记者 吴永功
实习生 陈曦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11日，一
名男子因与女友发生争执，一气之
下跳桥轻生。由于桥下河中没水，男
子头部摔伤，身上多处擦伤。

11日下午3点多钟，在长清大学
科技园大学路中段的一个桥面上，一
对情侣因为情感问题发生了争执。年
轻男子一气之下纵身跳进10多米深
桥下。由于桥下的沙河里没有水，男子
头部受伤后躺在河底上无法动弹。

见此情形，年轻女子赶紧拨打
120、110报警求助。随即，长清当地

医院的医护人员和110民警很快赶
到了现场。不过，由于沙河河堤坡度
很大，救援比较困难，医护人员只能
抬着担架，小心翼翼步行到河底。

在医护人员对跳桥男子进行简
单处理后，接到报警的119消防官兵
也赶到了现场。消防官兵步行来到
河底，使用专业救援工具将男子抬
起后，固定在了担架上。

经检查，跳桥的男子头部颅骨
骨折，身上多处擦伤，已经住院观察
治疗。据了解，这对情侣是附近学校
的在校大学生，学校放假后，他们拿
着行李在桥面上等车。在等车期间
二人发生了争执。

被盗的笔记本电脑。 通讯员 胡迎安 摄

偷包后“栽赃”
把卡扔进车筐

□记者 张淑芬

生活日报1月12日讯 11日傍
晚，在经六路附近，市民邢女士正骑
自行车行驶在回家途中，突然，路边
一男子把一堆卡片状东西扔进她的
前车筐里。邢女士赶紧停车查看，那
些卡片居然是身份证和银行卡。

11日下午5点多，市民邢女士骑
着自行车行驶到经六路附近，当时
路上车辆挺多，所以她骑车的速度
也不快。突然间，路边有一名男子向
她的车筐里丢了一堆卡片。

邢女士急忙停下车子查看，结
果发现竟然是身份证还有几张银行
卡。邢女士来到附近的槐荫巡警二
中队报了警。民警经过查身份信息，
与失主徐女士取得了联系。徐女士
称，当天下午她去新世界商城购物，
在结账时才发现钱包被盗，里面还
有八百多块钱现金和身份证银行卡
等物品。

民警在核实清楚后，把卡证还
给了徐女士。民警判断，估计是小偷
在作案偷到钱包后，把里面的钱拿
了出来，没有用的证件便随手扔掉
了。

有惊无险

疯狂盗窃 跳河骨折

尊敬的用户：
万众团由于业务关系已无法正常为大家提供服务，将

从即日起暂停服务，感谢广大用户三年多来的支持，由此给
大家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消费者售后问题请拨打客服电
话：400-088-8491。

感谢各位商户的长期支持，部分欠款我们将尽全力在三
年之内全部还清，请各位商户及时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地址和
电话)，店铺和商品名称，项目id，合作业务员姓名及联系方式
等信息发送至邮箱wanzhongtuan@163 .com，我们会及时进行
确认，并统一邮寄相关凭证(未及时发送信息的商户，我们将
把所有的销售数据和财务数据封存，作为最终结算依据)。

感谢所有并肩作战的员工同事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
对万众团的不离不弃。让大家被迫在春节前失业，深表歉
意，愧对大家。

万众团
2014年1月9日

万众团网站声明

▲刘女士团购的美发套餐。记者 秦聪聪 摄 ▲万众团官网上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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