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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大 V”炮轰“飞猪”：预订的酒店秒“变脸”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陈翔 
郭诗颖）近日，记者从光大银行长沙分行了解到，

在 2018 年初，中国青旅集团 100% 国有产权划转

至中国光大集团后，双方共同推出的“光大中青

旅遨游旅行联名信用卡”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

共享为客户提供更实惠的服务。2018 年上半年，

该联名信用卡将在已有权益基础上，继续推出两

项活动：客户用该卡完成首刷且满 3999 元，将有

机会获赠拉杆箱；持联名卡在中青旅线上或线下门

店购买旅游产品，满 3000 元减 600 元。并且，类

似这样的活动将持续全年。在出行服务方面，客

户如果选择联名卡支付本人的全额交通票款或者

80% 以上的旅游团费，金卡、白金卡客户可分别

获赠价值最高至 100 万元、500 万元的出行意外险。

酒店方：承认修改距离数据等，否认暴力威胁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周纯梓 罗雅洁

很多人都曾有过要
赶早班飞机、高铁的
经历。有些人因为担
心堵车耽误行程，会
选择住在机场或高铁
站附近。日前，有一名

“微博大 V”也这样做
了，并通过阿里巴巴集
团旗下旅行品牌“飞猪
网”预订了一家离高铁
站仅“36 米”的酒店，
但他没想到的是，不
仅酒店远了近 2 公里，
而且店名也跟预订的
名字不一样。而这并
非个例。

“微博大V”投诉：“飞猪”挂羊头卖狗肉？
“飞猪这样骗人，不知马云知道不？”4 月 7 日晚上 11 时，拥有近

300 万粉丝，认证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

主任的“微博大 V”于建嵘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消息，矛头指向飞猪网络

平台的酒店宣传信息不符。“飞猪”是马云所在的阿里巴巴集团的旗下

旅行品牌。

于建嵘称，因为第二天早上要从长沙高铁南站赶火车，订酒店时就

想订在高铁站附近，于是通过飞猪网络平台订了一个离高铁南站只有“36

米”的“长沙大汉酒店”。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当晚费了两个小时，

打了十余个电话，“才在几公里外的一小巷子里的公寓楼里找到这个酒

店，而且变脸为‘联盟酒店’”，这让他无法接受。而更让他恼火的是，他

“要求退住，老板就拿出黑社会的那一套来”。于建嵘在微博中称，最后，

该酒店老板看他要报警了，才同意取消订单。

该条微博一经发出，很快引来众多网友关注。截止 4 月 8 日上午 11

时，该条微博转发超过 1800 条，评论 800 余条，点赞数 1000 余个。

根据于建嵘提供的微博截图，记者在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上搜索

后发现，均没有所谓的“长沙大汉酒店”。随后，记者又通过百度搜索“联

盟酒店”，终于在位于劳动东路上的万科魅力之城的一条小巷子里找到

了该家名为“联盟酒店”的商户。通过百度地图上显示，记者了解到，

从该酒店出发到长沙高铁南站，有 2 公里左右的距离。

记者调查：有类似遭遇的消费者不止一人
4 月 8 日上午 11 时，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飞猪”上搜索该家酒店，

仍然可以检索到，但点进去后发现该酒店已经下架，仅能看见之前的

68 条点评信息。记者发现，有消费者在留言中评价：“骗人的！位置不对，

名字不对，不在地铁口，连个公交车站都没有，大汉酒店一到变成了联

盟酒店。”

随后，记者在网页上搜索“长沙大汉酒店”，发现该酒店也曾在携程

上线，但目前显示“酒店暂未公布价格，建议您选择其他酒店”，而 251

条住客点评中，同样也有消费者留言称该酒店“挂羊头卖狗肉”。

而在于建嵘所发微博下面，有不少网友也晒出了自己被坑的经历。

有网友表示，自己在美团订了酒店，网上显示只有 300 米，去了才发现

人家说的是直线距离，实际上需要绕好几个街道才能到。

“他先在那里骂我们的人，我们最多就回

了一句，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口头威胁。”4 月 8

日下午，该酒店一名拒绝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

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他看来这其实就

是“一件小事”：“他（于建嵘）来了之后不满意，

不满意我们就马上给他退了款，结果还一直在

这闹，真的是仗势欺人。”该工作人员还表示，

他们有现场视频，“如果公布的话，他（于建嵘）

绝对是理亏的一方。”但随后，该工作人员拒

绝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观看视频的要求。

针对为什么在“飞猪”上预订是叫“长沙

大汉酒店”到店却是“联盟酒店”这一问题，

上述酒店工作人员未正面回应，也拒绝透露负

责人联系方式。

4 月 10 日晚，“联盟酒店”负责人刘兵华

联系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并解释称，这家酒

店是别人转让给他的，去年 9 月开张，因为前

身“长沙大汉酒店”在携程、去哪儿网上已经

积累了客源，也有一些好评，“为了省事，也为

了能多点客人，我们就没有更改信息”。对于距

离“36 米”，刘兵华承认酒店修改了数据，但

也是有原因的。“我们离长沙火车南站只有两

公里左右，这么短的距离很多出租车司机不愿

送或者收高价，后来我们为了方便顾客，就派

车接送顾客，上车地点离火车南站差不多这个

距离。”目前，他们已将所有平台上与实际信

息不相符的店铺下线。

同时，刘兵华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提供

了当天晚上的监控视频，并否认暴力威胁。

记者从监控视频中看到，4 月 7 日晚 21 时

24 分，酒店前台询问 ：“那你还住不住？不住

我们可以帮你取消订单。”于建嵘确认可以免

费取消订单后同意了，但酒店方未提及赔偿。

随后于建嵘与一名随行男子（于建嵘称他为侄

儿于先生）离开酒店前台，在离开前，他们和

酒店员工就信息不符一事争执了几句。

21 时 32 分，于先生返回酒店门口拍照，

刘兵华发现后进行制止，双方发生言语冲突，

几名酒店员工也前来分开两人。

21 时 34 分左右，于先生走进酒店大堂，

并拿起前台上的一个桌台砸下。

21 时 35 分，于建嵘与侄儿于先生离开酒

店。

“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用暴力威胁过他们。”

刘兵华说，他确实爆了一句粗口，不过“是他

侄儿先说的”。

针对酒店说法，于建嵘 4 月 10 晚发微博

反驳，质问 ：“几个人抢人家的手机，推扯消

费者，是不是暴力威胁？另外，他有‘长沙广（应

为‘大’，笔者注）汉酒店’或‘联盟酒店’的

营业执照吗？他有所在经营地的营业执照吗？”

记者在该酒店前台看到，该酒店工商信息

显示，其工商执照登记信息与实际招牌、平台

上的名称均不一致。

4 月11 日，于建嵘再发微博 ：“本视频有三

次肢体接触。第一次，21.32.11，酒店负责人先

出手推正在拍照的；第二次，21.32.32-34，酒

店三男子将拍照的连推三下，退到车边；第三，

21.33.10，酒店负责人再次出手欲抢手机。拍照

的这才情绪失控，追进大堂要求给个说法。”

消息股 >>

4 月 8 日，“飞猪”方面告诉记者，“飞猪”

已致电于先生诚挚道歉，并非常感谢他的反

馈。目前，涉事酒店已做下线处理。对于位置

标注错误、酒店名实不符问题，“飞猪”方表

示，有许多种原因，例如某些地方（如机场、

车站）占地面积过大导致测算标准不一，商家

搬迁但信息未及时更新，或是一开始就有部

分商家上传信息有误。目前“飞猪”正在进行

技术修正与资质排查，将做严格处理。

4 月8 日上午，于建嵘也在微博中称，“飞猪”

客服来电，对其表达了歉意，并表示已经屏蔽

了此酒店。

4 月 9 日，“飞猪”在官方微博发声称：“即

日起，如果用户在飞猪平台预订酒店发现酒店

名称或地址与平台信息不符的情况，一经核实，

立即下线所涉酒店，并对预订用户予以赔付：

已经入住的，赔付首晚房费；未入住的，退款

并赔付首晚等值房费。”

各方回应 >>

平台方：即日起，一经核实即赔付用户

长沙某知名酒店经理易先生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像“飞猪”、携程这样的大平台，

不要说消费者了，连酒店都容易被“套路”：“有

时候根本没房间了，但平台还会强制下单。”

他表示，消费者在平台上订酒店时，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不要贪图便宜，看

清预订规则；第二，最好不要订注有“代理”

字样的酒店；第三，不要一味相信住客评论，

“某些平台可以删差评”，朋友推荐更靠谱；

第四，多比较几个预订方法，“有时候平台搞

活动，会比较便宜”，但有时在酒店前台办理

会员卡入住更优惠；第五，网订酒店，若出

现货不对板的情况，可向网站所在地的工商

局、消费者委员会投诉解决。

酒店从业者：五个方法避免被平台“套路”

酒店方：承认修改距离数据，但否认暴力威胁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王志平）近日，记者从泰

康保险湖南分公司了解到，2017 年，共有 154 人获得首批健康财富规

划师资质认证。据悉，健康财富规划师是泰康创新性打造的新职业，

专业化地服务于高净值人群及家庭全生命周期，也拓宽了泰康销售精

英的职业发展方向。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兼 CEO 陈东升曾表示，“泰

康要打造一支伟大的销售队伍，一支以诚信为本、以客户为中心，具有

专业技能和专业素养的职业化队伍”。

光大银行：刷联名信用卡送保险 泰康打造新职业：健康财富规划师

扫一扫，
分享您的观点

深陷舆论漩涡的
酒店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