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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0日凌晨到当天上午
9点，互联网销售平台拼多多遭遇
了“优惠券BUG”：网站每一位注
册用户可以通过微信渠道、网页
端、QQ渠道等，领取面值为100元
的优惠券，该优惠券适用该网站
的商品。有用户发现，使用该优
惠券后，充值百元话费可实现用
0.46元充值100元话费，且可以通
过新账号的方式无限制领券。

从网友晒出的图片看，此次
100元无门槛券全场通用（特殊
商品除外），有效期一年。有网
友表示，凌晨3点多被同行“喊
醒”，让来拼多多“薅羊毛”，“只
需支付4毛钱，就可以充值100
元话费。”

天府早报记者通过知情人
了解到，这起优惠券BUG从凌晨
被发现后，有人在专门的微信群
发布了相关信息，主要集中购买
了话费、Q币、航天钞等虚拟商

品，以五折或者更低的价格进行
购买。

据了解，除了话费充值，网
友还购买了Q币、航天钞、油卡
等保值商品，有网友还通过重复
注册账号的形式，多次反复领取
了拼多多的百元优惠券，有未经
证实的截图显示，有网友在1月
20日当天充值了5万多元的Q
币和3万多元的话费。

有消息称一晚上交易额达
到200多亿元……对此，有网友
担心，如果拼多多真被薅走200
多亿元的话，可能一夜之间就要
倒闭了。拼多多2018年11月20
日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显示，公
司第三季度总营收为 33.72 亿
元，同比增长697%；归属拼多多
股东的净亏损为 10.98 亿元，
2017年同期净亏损为2.21亿元。

更有网友评论称：这哪是薅
羊毛，这分明是杀羊啊！

早报讯（记者 赵霞）2019年
寒假来临，为了提高社区青少年
的整体素质，丰富业余文化生
活。1月18日，成都市青羊区黄
田坝街道成航社区携手奥维思
关爱服务中心为辖区青少年营

造了一个健康快乐的氛围，组织
开展了飞叠杯课堂，共有社区青
少年约20人参加活动。飞叠杯
运动是一项挑战时间、挑战自我
的手部极限运动，深受广大青少
年喜爱。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1月
20日下午，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
道书院社区举行了校企社共建产
业服务型国际化公园社区暨第一
届社区自组织尾牙活动。为宣传
社区新消费场景、联动更多的企
业、商家，展现社区自组织风采，
本次活动邀请了企业、高校、社区
自组织及居民约600人共同参
与。2018年，书院社区不断整合
资源，构建社区优质生活服务

圈。引入企业打造书院社区新消
费场景——梦享生活坊，高档书
咖、公益集市、英语角、国医文化、
高级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内容，用

“公益＋低偿”的多维度服务模式
营造品质社区。“2019年，我们将
以建设产业服务型国际化社区为
契机，探索园区与社区联动治理
机制，携手校企社为建设产业服
务型国际化公园社区而努力”，书
院社区党委书记张雪表示。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去年
12月13日，在葡萄牙举行的国际
大学生体育联合会常委会上，国
际大体联与成都市、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共同签署2021世界大
运会举办权意向协议，三方将于
3月1日在俄罗斯召开的国际大
体联执委会会议上正式签署成
都2021 世界大运会举办合同。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成都
市已经紧锣密鼓地启动正式签
订大运会合同前的各项工作。

为了在正式签约前对成都
市举办大运会的实力和城市基
本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1月16

日，由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
席马迪钦带领的国际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考察团抵达成都，对成
都2021年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的筹备情况进行考察。在了
解了场馆硬件设施的建设情况，
亲身感受成都历史文化、体育氛
围，并与成都市政府围绕着筹备
情况进行交流讨论之后，成都的
方方面面都让考察团非常满意，
马迪钦先后五次盛赞成都，从城
市发展到文化再到赛事筹备，

“成都发展理念跟大运会的理念
完全契合。”马迪钦明确表示：

“我对成都有十足的信心！”

国际大体联主席：
对成都举办大运会有十足信心

郫筒街道书院社区：
建设国际化公园社区

一夜被薅走200亿？拼多多回应没那么多

未用的优惠券已下架 已用的怎么办？
■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20日，一则“拼多多出现重大BUG，平台用户可随意领
100元无门槛优惠券”的消息引发关注。随后，拼多多官
方微博刊发声明，称有黑灰产团伙通过一个过期的优惠券
漏洞，盗取了数千万元优惠券进行牟利，目前拼多多平台
已修复漏洞并报案。

20日上午9点，拼多多官方紧
急将优惠券的领取方式全部下架。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领到未使用的
优惠券也被全部下架。这引发部分
常规用户的不满，大量网友在拼多
多官微质问：“100元优惠券为什么
不能用了？”

20 日午间，拼多多发布关于
“黑灰产通过平台优惠券漏洞不正
当牟利”的声明。声明称，1 月 20
日晨，有黑灰产团伙通过一个过期
的优惠券漏洞盗取数千万元平台
优惠券，进行不正当牟利。针对此
行为，平台已第一时间修复漏洞，
并正对涉事订单进行溯源追踪。
同时我们已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涉事黑灰产
团伙予以打击。

针对市场中传言拼多多“因为
灰黑产被薅走200亿”的谣言不胫
而走。对此拼多多发言人表示，实
际最终资损或低于千万元。

有法律人士表示，在“合理自
用”范围内，普通用户使用拼多多
的这一BUG优惠券，从法律实践来
说，因为现在电商促销较多，法律
上应该会认定为拼多多的促销。
但对于重复注册账号、使用网络漏
洞等方式来使用这一优惠券的，如
果证据确实，恐会涉及不当得利乃
至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等刑事罪
名。

此前，也有电商平台出现过类
似BUG，解决方式为电商平台自掏
腰包为BUG买单。而对于此次已使
用订单的善后措施，拼多多并没有
做过多回应。

成航开展青少年飞叠杯课堂人气爆棚

回应

实际损失
或低于千万元

来拼多多“薅羊毛”
4毛钱充值百元话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