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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水平不断提

升，人们手中闲置物品日益

增多，二手电商平台发展亦

势头迅猛。然而，经济导报

记者发现，在转转二手平台

上，一块百达翡丽手表仅售

2 9 9 元，一块D W手表3 8 元，

S K I I 神仙水乳套装1 8 0 元，

法尔曼面膜1 2 0元……转转

二手平台已然“变身”假货

集散地。

此外，在转转二手平台

上，经济导报记者发现其还

存在其他问题，如传授手机

网络赚钱方法，代写论文，

出售手机监控软件，出售

侵权盗版电影、网剧甚至

色情电影，以及违规办理

健康证等。

“我在转转上发现了好

东西。”近日，济南市民孙

超神神秘秘地对经济导报记

者说，“各种名牌手表，万国、

百达翡丽、劳力士都有，而且

价格也不高，几百块钱就能

买一块。我刚刚买了一块百

达翡丽满天星，才299元，真便

宜啊。”

按照孙超提供的方式，

经济导报记者在转转上找到

了 销 售 这 款 手 表 的 卖 家

mingyuanhome。在商品详情

中，该卖家明确表示这款手

表是精仿的，该商品所在的

地址被定位在香港的湾仔。

同时该卖家还是铜牌卖家，

已经在107天内累计成交了25

笔交易。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

孙超所说的手表是百达翡丽

满天星系列产品中的一款，

而百达翡丽被称为“手表中

的蓝血贵族”。“正品百达

翡丽最便宜的也得几十万

一块，你说2 9 9元买的，是

真的还是假的？”在手表

行业浸淫了十几年的济南

华星科贸有限公司的总经

理夏中华说。

在该卖家的店铺，经济

导报记者还发现了多款手

表，标价都不高，如孙俪同

款的摩凡陀女款石英腕表售

价为3 9 9 元，浪琴1 3 1 4 情侣

表售价2 9 9元，劳力士水鬼

手表1 7 9元，阿玛尼星空男

女腕表199元。

在转转二手平台，经济

导报记者以“手表”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后发现，各种

名表都是以 2 位数或者 3 位

数的价格进行销售，如天

梭手表 5 5 元，浪琴手表 5 5

元，D W手表3 8元，欧米茄

手表2 6 0 元，I W C 万国手表

129元……不少卖家表示，可

以加微信联系购买其他品牌

的各种手表。

“这些表我都不用看实

物，看价格就知道是假的，能

正常使用1个月就不错了。有

些人明知是假表还买，真不

知道是怎么想的。”夏中华

说，“没想到，原本一个二手

交易的平台，反而成了假手

表集散地。”

除了假货，在转转二手平

台上找到违禁品也并非难事。

按照国家规定，除了取

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

和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

的企业可以依法销售烟草专

卖品以外，任何个人、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

络销售烟草专卖品，因此网上

烟店属于非法经营。不过，在

转转二手平台上还是很容易

找到出售香烟的卖家的。

一个名为“深圳免税香

火因”的卖家在其商品简介

中表示“好货不等人，坐等

咨询”，而其提供的商品图

片是大量香烟。

以“火因”为关键词在

转转上进行搜索，就会出来

不少出售香烟的卖家。有些

卖家设置的关键词类似“潮

牌”“男士请不要直接拍

下”“男人”等，相当隐

晦。而一条市价700元左右的

中华烟，在转转二手平台上

不到200元就能买到。

除了售卖上述产品，传授

手机网络赚钱方法、代写论

文、出售手机监控软件、短信

群发，以及办理健康证甚至包

括办理天津户口等，都可以在

转转二手平台上找到。

各种“名表”标价低得离谱

除了手表，转转二手平

台上的化妆品也是假货横

行。

一位名叫“筱阿九”的卖

家出售的兰蔻粉水乳黑盒五

件套仅240元。经济导报记者

注意到，其入驻转转二手平

台已经623天，卖出了189件产

品。其出售的产品还有S K I I

神仙水乳套装180元，纪梵希

散粉120元……

“百分之百是假的。”济

南新娘跟妆师李静接受经济

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兰

蔻黑盒正品价格在8 0 0元左

右，S K I I 神仙水乳套装在

9 0 0 元到1 0 0 0 元不等，纪梵

希散饼即使我拿货也都在

500元左右。”

除上述品牌的化妆品，

莱伯妮、法尔曼、C P B以及

L a m e r等顶级的化妆品在转

转上也有出售。“这些都是

贵妇级别的化妆品，动辄就

几千元一瓶。”李静说。

不过在转转二手平台

上，上述顶级化妆品的价格

都很“美丽”：莱伯妮鱼子

酱美白洁面乳1 2 0元、眼霜

120元、眼部精华68元，法尔

曼幸福面膜120元，Lamer护

手霜70元、精华乳霜90元、

精粹液1 3 0 元，C P B 隔离霜

100元、洗面奶60元……

“这些价格真是低到吓

人。这样说吧，L a m e r一瓶3 0

毫升的面霜国内专柜价1450

元，在日本免税商店价格1050

元。”李静说，“尽管有些号称

是代购，但价格过低就不可

信了，就算有小票也有可能

是假的。”

“顶级化妆品”白菜价

价值几十万的“名表”仅售299元 动辄几千元的化妆品只卖百元

“转转二手平台”咋成假货中转地

“从行业角度来讲，二

手交易平台是随着物质丰富

乃至‘过剩’，人们手中的闲置

物品开始不断增加后的产物，

是为了让人们过剩的物质进

行再次利用。”独立电商分析

师罗鑫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但从目前转转二

手平台上来看，似乎已经有些

偏离其初衷，甚至成了不法分

子的聚集地。”

实际上，早在2 0 1 8 年1

月，转转二手平台就接到了

法院的司法建议函，被要求

加强对二手平台交易的监督

监管。无论是司法建议函还

是1个月前媒体报道存在销售

违法视频行为，转转二手平

台回应都在立即整改，但结

果并不尽如人意。

值得注意的是，成立于

2016年的转转二手平台至今

没有客服电话，想要投诉只

能通过在线客服或电子邮

件。即使拨打58同城的电话，

多次转接后也会被挂断。

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

价中心法律顾问赵占领认为，

目前二手电商平台上屡禁不

止的违规违法店铺，最核心问

题还是在于缺少监管。

“目前尴尬之处在于交

易平台注重商业利益 , 主动

监管积极性不高，卖家也不

愿意被监管，消费者更是想

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罗

鑫表示，“这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

在罗鑫看来，平台首先

要自我约束与监管，建立起

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同

时，相关的执法部门也要时

时监管平台动态，一经发现

有违法违规商品应该加大执

法力度，有出售贩卖违规

违法商品的，应该将其加

入失信成员

黑名单。

市价700元的“中华烟”不到两百

监管缺位

从行业角度来

讲，二手交易平台

是为了让人们过剩

的物质进行再次利

用。但从目前转转

二手平台上来看，

似乎已经有些偏离

其初衷，甚至成了

不法分子的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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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澳泰药剂位于淄博，

2016年8月挂牌新三板，主营黄原酸

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2017年年报

显示，公司经营业务出现亏损，净利

润为-307 . 71万元，未分配利润为-

3 9 7 . 5 6万元。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

实收资本5 7 7 . 1 5万元的三分之一。

公司方面介绍，2017年公司上游原

材料供应商出现停产潮、关闭潮，原

材料普遍涨价，导致公司产品成本

大幅上升。

暂停转让的影响
不一而足

山东科耐6日称，公司因年报编

制工作尚未完成，未能在4月30日前

披露2018年年报。自5月6日起，公司

股票被股转系统暂停转让，“公司预

计于6月30日前披露2018年年报。”

乾云科技(870819)也在同日表示，

因审计工作不能如期完成，导致公司

无法在4月30日前披露年报，公司股

票于5月6日起暂停转让。

股票同样在6日被暂停转让的

绿嘉股份(837598)则称，公司原定于

4月19日披露2018年年报，因公司生

产经营停止、财务状况恶化、相关工

作人员无法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

司信息披露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2018年年度财务审计、年报编制等

相关工作无人主导，因此公司未能

按期披露2018年年报。”

山东通航关于公司股票被暂停

转让的解释，则有所不同。据其称，

公司原定于4月26日在股转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上披露2018年年报，“但

因所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人员与公司财务人员

尚有部分数据需进一步准确核实，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导致公

司无法按预期完成2018年年报披露

工作。”山东通航预计，将于6月30日

前披露2018年年报。对此，该公司证

券部颜姓负责人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由于相关数据需进一步核实，

公司的年报无法按期完成。”对于公

司股票被暂停转让带来的影响，她表

示，“因为公司的股票交易不是很活

跃，所以暂停转让带来的影响较小。”

“新三板企业被暂停股票转让

可能带来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如果机构交易比较活跃，涉

及的投资者和投资规模很大，那暂

停转让对公司和市场的影响就很广

泛，反之则影响相应较小。”锐财经

分析师刘江远如此认为。

除此之外，山东孔圣(832901)6

日披露，公司股票将于5月1 6日起

暂停转让。原因在于，根据战略发

展规划和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

提高经营决策效率、降低管理成

本，山东孔圣拟向股转系统申请股

票终止挂牌。

从根本上改善
挂牌企业质量

全国股转系统表示，对于6月30

日前仍未披露年报的公司将坚决予

以摘牌，做到“出现一家、出清一

家”，净化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秩序，

形成“有序进退、优胜劣汰”的市场

格局，提升挂牌公司整体质量。

“挂牌公司不按期披露年报的

背后，往往隐藏着公司治理方面的

严重缺陷，比如内控制度缺失，财务

核算不规范，董监高人员不忠实勤

勉，实际控制人不诚信，公司存在违

法经营活动等等。”民生银行研究院

研究员郭晓蓓表示，在未能按期披

露年报的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对年

报编制披露工作不重视，未及时聘

请审计机构，甚至有部分公司拒不

聘请审计机构、坐等摘牌。

华北地区一家券商的场外市场

部负责人郝庆对经济导报记者分

析，对未披露年报的企业进行暂停

转让股份甚至摘牌等处理措施，反

映了监管层欲从根本上改善新三板

挂牌企业质量，进而达到改善流动

性和融资功能的目的。“无论是暂停

股票转让或是摘牌，都是为了强化

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同时保障投

资者合法权益，夯实新三板市场长

远健康发展基础。”

在郝庆看来，6月30日之后，肯

定会出现不少被摘牌的企业。这些

企业或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属资

质相对较好企业，但拟转战A股或者

海外资本市场；第二类属资质一般企

业，原本寄望登陆新三板市场获得流

动性，借以实现融资，但如今各方面监

管趋于严格，因此主动选择摘牌；第三

类是自身经营情况较差的挂牌公司，

因无法按监管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或

不再符合新三板的制度规定，因而被

强制摘牌。其中，以第二类、第三类企

业居多。

山东众和等鲁股被暂停转让

制图：小犇 松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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