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年偷玩手游耍丢2万
建议游戏加入人脸识别、视频确认等技术

□记者 田育臣

核心提示｜郑州韩先生13岁的儿子，背着父母玩手机游戏，20多天竟买了2万多元的Q
币，用于支付游戏角色皮肤和装备。昨天，韩先生表示，儿子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
希望该游戏公司能退款。而该游戏公司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正对该情况进一步核实处理
中，对是否能退款并未给出确切答复。

13岁少年偷玩手游，20多天耍丢2万多元

昨天，郑州二七区的韩先生
告诉大河报记者，3月12日，他
的手机在一天之内，突然收到多
条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的短
信交易提醒。他十分纳闷，当天
是周末，他也没进行网银支付，
且金额较大，每笔均在600元左
右。

韩先生立即拨打银行的客
服电话，并跑到附近的银行服务
大厅打印出了交易流水明细。
韩先生从明细中发现，今年2月
19日至3月12日，他的银行卡

一共产生了30多笔陌生的财付
通交易，累计产生2.2万多元。
每笔金额从20元至600多元。
其中，仅3月11日和12日两天，
就花去了5000多元。

韩先生拨打财付通电话得
知，这些交易全支付给腾讯旗下
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游戏，用
于购买游戏角色的皮肤和装备
等。之后，他回到家中再三询问
儿子，这才得知是13岁的儿子
所为。“孩子不知啥时候知道了
我的支付密码。”韩先生说，他用

自己身份信息注册过该游戏，平
时，儿子常拿他手机玩游戏，但
从没购买过Q币支付游戏角色
皮肤和装备。“我的手机绑定了
微信，每次网银支付时，会跳转
到微信界面，可能平时给他妈妈
说密码时，孩子把支付密码记了
下来。”韩先生说，平时由于生意
比较忙，小额支出的款项也比较
多，因此他也没注意到手机短信
的扣款提醒。直至上周末，两天
消费了5000多元，才引起了他
的重视。

若追回消费款，需证明“孩子独立完成”

韩先生认为，儿子今年才
13岁，还是未成年人，不具备民
事行为能力，在他与妻子不知情
的情况下，偷玩手机游戏才导致
被扣费，希望该游戏公司能退
款。于是，他立即拨打《王者荣
耀》游戏公司客服电话，但对方
一直占线。“1天只打通了一次，
按照对方要求通过微信客服提
交了个人信息，但对方一直没给
说法。”韩先生说。

未成年人玩手机游戏被扣
款，是否有权追回？昨天，河南
中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鹏辉接
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
据《民法总则》，8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人，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只
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等相适
应的民事活动。小韩用家长的
手机玩网游并花费了 2 万多
元，这显然与一个13岁孩子的
年龄、智力等不相适应，并且也
不是孩子的生活必需行为，这
样形成的买卖合同属于比较特
殊的“效力待定”合同，这种合
同只有在法定代理人（监护人）
追认后才有效。

不过，李鹏辉也称，尽管法
律上支持，但韩先生想追回这
笔费用，还需提供这笔消费是
由孩子独立完成的证明。“这也
是卡住很多未成年人监护人成

功维权的关键，毕竟一般很难
找到有力的证据证明一些消费
是孩子完成的而监护人不知
情。”同时，他也认为，家长让孩
子用自己账号登录游戏，对支
付密码未保密等也是导致被扣
款的原因，家长也存在监管不
严的责任。

昨日，大河报记者联系到
《王者荣耀》游戏公司，工作人员
表示，对韩先生提出的退款申
请，该公司工作人员需进一步核
实处理。但需韩先生提交相关
的证据和信息。对于何时会有
结果，是否能顺利退款，退多少
钱等问题，该工作人员并不清
楚。

游戏运营方对未成年人审核把关不严？

昨天，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均遇到
过类似的情况，即未成年人在监
护人不知情下通过支付密码导
致手机或银行卡扣费的情况。
其中，一些人还通过依法维权，
要回了支付款。

郑州的李女士就是其中一
位。昨天，李女士受访时说，去
年10月，她儿子玩《王者荣耀》
游戏，20天的时间花费1万多
元。最终，她拨打了游戏公司
的电话，提交了微信支付凭证、
银行流水，个人以及儿子的相
关信息，“对方还要求和儿子视
频通话”，整个过程花了将近一
个月，最终对方才把 1万多元

退回。
“钱虽要回来了，但确实花

费了不少精力。”昨天，李女士仍
牢骚不断。她提出疑问，为啥未
成年人能轻松登录成人游戏？
游戏方是否存在审核把关不严
的问题？对此，该游戏公司工作
人员表示，他们公司早已关注到
未成年人玩网络游戏的问题。
为此，2017年7月起，腾讯公司
推出了“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
台”系统，登录游戏时，必须完成
身份证的实名注册。未成年人
每天限玩1至2个小时，超出时
间将被强制下线，同时，未成年
人的消费行为也受到了限制。

但是，该工作人员也提到，

若未成年人使用家长信息登录
游戏，游戏平台暂时无法有效识
别，而小韩可能就是登录了家人
的账号玩游戏的。他建议，家长
应积极引导和使用该游戏平台
系统，该系统可对未成年人玩游
戏进行有效守护。其中，家长进
入该平台网站，登录QQ账号、
添加孩子的QQ、填写孩子的身
份信息，通过验证绑定成功便可
使用。实名认证绑定未成年人
游戏账号后，孩子登录该公司旗
下的游戏，一旦有消费会实时提
醒；此外，家长还可通过“一键禁
玩”功能，允许或禁止孩子玩游
戏。此外，对于孩子游戏登录时
段、消费额度等也可进行设置。

游戏应加入人脸识别、视频确认等技术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不
少游戏运营商已实现身份认证
登录，但也有一些并未实现这一
技术。因此，未成年人沉迷网游
也一度被人们诟病。而这一话
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也引发
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的关注。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广州
大学副校长于欣伟接受媒体采

访时建议，游戏运营方应在身份
认证方面增强实名制认证技术
手段，不允许账号联动，不允许
使用QQ或微信、微博等账号进
入游戏；同时，初次注册游戏，除
了提供身份证信息，还要上传手
持身份证的清晰照片，或进行动
态人脸识别，家长视频确认或指
纹验证等环节，以此达到真正甄

别未成年人的目的。
另外，对类似《王者荣耀》推

出的“成长守护平台”，全国政协
委员梁永岑认为，除了加强人脸
识别的手段，游戏登录时，可强
制要求游戏开发商、运营商和家
长视频确认，通过对家长的脸部
进行识别，确认孩子是在家长的
允许下玩游戏的。

据媒体 3 月 8 日报道，
广州两名小男孩（一个 9
岁、一个 10 岁）在春节期
间，累计向腾讯《王者荣
耀》、网易《荒野行动》等游
戏共充值 5.5 万余元。这
些消费，小男孩的妈妈表
示全不知情，她随后向腾
讯、网易公司投诉，要求公
司全额返还游戏支出。

据悉，网易公司核实兄
弟俩在游戏中消费 9700 多
元，承诺可全部退款。腾讯
公司表示，因购买的装备已
使用，可退还80%左右的游
戏消费支出，退款后将对兄
弟俩的账号进行封号。

男孩的妈妈表示，对于
两家游戏公司的处理方案
可以接受。

孩子玩手游“被扣费”
家长该怎么办?

2017年春节期间，天津
市居民周先生 8 岁的儿子
用他的手机玩游戏，产生了
143元的游戏费用和动漫信
息费。事后，周先生询问儿
子，儿子表示下载了五六款
游戏，有的不好玩已经卸
载，也无法查证是哪款游戏
扣费的。

对此，通讯运营商建
议：

1.家长可以拨打运营
商客服电话，报出机主姓
名，就能屏蔽接收验证码的
功能。这样可以避免绝大
多数游戏扣费情况的发生，

不过也会屏蔽正常的银行
消费验证码、注册验证码等
信息。不过如果家长临时
需要接收验证码，可以随时
拨打客服电话开通这项业
务。

2.对于那些“流氓”游
戏软件，可能会有强制扣费
的情况，这种时候运营商也
无能为力。建议家长对孩
子玩手机游戏有所控制，下
载正规游戏。

3.开启手机飞行模式，
关闭网络和通讯连接，让小
孩子玩“单机游戏”，杜绝扣
费信息上传。

孩子下载游戏被扣费
家长可屏蔽接收验证码功能

孩子5.5万元充值游戏
家长投诉获退款，孩子账号被封

据媒体 3 月 1 日报道，
河北沧州的朱女士近日发
现，女儿小雪使用自己的手
机通过快手视频对一制作
彩泥的主播进行“打赏”，先
后消费9万多元。随后，朱
女士联系了快手公司，希望
能退还消费款项。快手公
司要求朱女士提供“消费是
无行为能力人进行的”相关
证明。在朱女士提供了证
明材料后，该公司表示，这
些并不足以证明当时的消
费是未成年人操作的，平台
只能赔偿一部分损失。对

于快手公司承诺退还 3 万
多元，朱女士并不能接受。

有关专家建议，网络直
播平台应从两方面规范“打
赏”行为：其一，平台应对主
播建立规范审查机制。其
二，平台应对未成年人消费
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如利
用用户画像、大数据等技术
对直播用户的使用行为、观
看内容等进行分析。筛选
出符合未成年人特质的用
户，并对这类用户的消费行
为进行规范，防止未成年人
冲动消费所引发的问题。

女孩巨额“打赏”主播难退款
专家建议直播平台规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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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维权平台◆
工商部门：12315
质检、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12365
食药监部门：12331 价检部门：12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