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焦点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责编 杜思龙 美编 扈森

AⅠ·12

声称打开就获38元红包，
实际获得不能提现的
6000“金币”

“打着赚钱噱头的APP现
在几乎随处可见，几个家庭微
信群里常看到长辈转发推广信
息。”山东潍坊市民朱娴告诉记
者，不少打着看新闻、看视频、走
路能赚钱的APP广告，在短视
频平台、微信群中频繁出现，声
称有诱人的收益，吸引人下载。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测
试发现，浏览五六个短视频就
会出现一则广告，宣称“赚钱”
的APP广告出现频率很高。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赚钱”
APP并不能达到其所宣称的收
益。朱娴的妈妈曾使用过一款
宣称看视频能赚钱的APP，以
为能赚不少钱，结果，“金币”折
算完每天只有3毛钱收益。

在一款名为“种子视频”、
号称“看视频能赚钱”的APP
上，记者看到，首次进入APP

后，页面弹出一个“新人红包”，
写着“打开得38元，红包可立
即提现”。点击打开红包后却
弹出另一则“收益通知”，告知
记者获得6000“金币”。

记者进入收益页面后看
到，不仅承诺的 38 元现金没
有，6000“金币”也无法提现。
根据提示，想提现必须继续看
视频，所谓6000“金币”的实际
收益不到1块钱。

有的“赚钱”APP设置多重
获得收益前提条件。在一款名
为“追书神器”的“看小说赚钱”
APP上，记者首次点击进入后，
弹出一个写着“送你一份见面
礼，最高6.68元新人现金红包”
的窗口，点击后显示已获得2.18
元。记者进入提现页面看到，需
要赚到30元以上才能提现。赚
钱的方式除了看小说，还包括签
到、分享、做任务、收徒等。记者
在这一平台上阅读了十几分
钟，并未获得任何收益。

济南市民陈思告诉记者，

她之前曾下载过“趣输入”“趣
步”等APP，前者宣称手机打字
可以“赚钱”，而后者则宣称走
路可以“赚钱”。但在实际使用
中，这些APP会不断弹出广告，
并提示自己领“金币”、邀请好
友。“我没有按照弹窗提示去
做，使用了一个月，几乎没有任
何收益。”陈思说。

在安智、应用汇、豌豆荚等
手机应用市场中，打着“能赚
钱”噱头的APP不在少数，且覆
盖领域很广，包括新闻阅读、影
音播放、手机输入法、健康运动
等。一些应用市场的统计数据
显示，“趣步”“种子视频”等相关
应用的下载量最高的超过千万，
下载量过百万的也不在少数。

发展下线拉人头，内容涉
赌博色情等

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
打着“赚钱”噱头的APP，都以
各种高额奖励鼓励用户发展下

线，吸纳更多使用者。例如，宣
称走路能赚钱的APP“趣步”，
将拉人头数量与用户等级和收
益挂钩，如果下线多发展1个
人，上线的推广活跃度就增加
0.05，而推广活跃度直接影响
最终收益。

“趣步”用户孙晓（化名）
说，根据发展用户数量的不同，

“趣步”把用户分成一星达人、
二星达人、三星达人等级别，每
级有高低不等的分成奖励。所
谓一星达人的条件是基本活跃
度大于2000点，三星达人则是
大于100000点，基本活跃度与
发展下线人数成正比。

有的平台宣称老用户邀请
到新用户后，需要新用户做完
平台给的新手任务后才能给予
返现，而平台给新用户的任务，
其实就是继续发展下线。

记者调查发现，几乎所有
宣称“赚钱”的APP，均包含浏
览资讯板块，而所谓的“新闻资
讯”，大多是垃圾信息。在“种
子视频”“微鲤看看”等APP上，
内容多为打色情擦边球、涉嫌
宣传赌博信息的广告，例如“小
伙刚洗完澡和美女说要看电
影，没想到看的全是……”“90
后妹子玩手机赚钱，投注 20
元，日日有赚钱！”等。

记者随机打开一个“投注
赚钱”广告，进入一个博彩游戏
网站。APP中的广告页面宣
称，充值一定现金，只要按照游
戏规则可保证盈利。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赚钱”
的平台，大多含有大量广告和八
卦、猎奇信息，平台用这些垃圾

内容获取点击量，赚取利益。

一些地方已开始专项整
治，应倒逼平台加强审核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类APP上的涉嫌赌博、打
色情擦边球等内容，不符合现行
监管规定，一旦发现将严肃查处。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已
对“赚钱”APP 进行整治。6
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约谈趣
头条、惠头条等曾宣称“看新闻
能赚钱”的资讯类平台，要求相
关企业加强广告发布前审查把
关，杜绝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同
时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此类
玩手机、刷微信轻松赚钱的广
告，以免上当受骗。

记者发现，针对拉人头发
展下线这一现象仍缺少有效监
管。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说，鼓励发展下线，使得
老用户、新用户之间构成了上下
层级，并以参加者本人直接和间
接发展的下线人数为依据计算
和给付报酬，形成“金钱链”，部
分模式与传销的构成要件相
似。目前，有拉人头发展下线功
能的APP有很多，监管机构应
尽快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洪涛说，建议加大对相关
APP不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
倒逼平台加强广告审核，规范
自身行为。此外，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还要加强对这类平台
的运营资金监管，防止平台出
现“跑路”现象，损害用户权
益。据新华社济南7月29日电

刷视频、走路、打字都能挣钱？
——部分“赚钱”APP真相调查

看新闻可以赚现金，
刷视频可以拿红包，甚至
聊天打字、走路跑步也可
以赚钱……现在，一批声
称使用就能赚钱的手机
APP，频繁在网络上打广
告，吸引大量用户下载安
装。“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此类APP多数涉嫌
夸大宣传，承诺的高额回
报往往无法兑现；鼓励用
户拉人头发展下线的模
式，引发质疑。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2.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
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欢迎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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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

●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让饭店酒吧

●寻人●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

●软件网站●航空售票●转让●声明

分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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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招聘

●家教

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寻人启事

●王建民,男,59岁
家住郑州市高新

区郭庄小区,于7
月28日上午九点

走失,走失时上衣

穿白色短袖,下身穿格格短裤

,黑色布鞋,小眼睛啤酒肚腿

细，走路不利索。望看见者

或有消息者请及时联系家属

家属电话:15838311450

●姓名：冯文清，女，住址：河

南省郑州市上街区聂寨路，退

休单位是上街区液化气站，现

寻找她的亲属，望看到信息后

速与荥阳市滨湖花园社会福利

服务中心负责人联系，负责人：

张小培，马江华，电话：15515
522320、18236427919

声明

●薛茗予遗失万科美景世臻苑

1号楼1单元406室郑州万科美

景中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具的购房发票壹张，票号:117
34505，金额：捌拾柒万玖仟

陆佰贰拾捌元整，879628.00
元，声明作废。

●编号为Q410416226姓名为任
梓轩,出生日期2016年5月6日
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作废。

●本人许国权不慎遗失郑州大

有永固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收据编号为00000825，金额

为20000的收据1张,声明作废。

●新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两台

施工升降机《河南省建筑起

重机械设备备案证》不慎丢

失，备案号为豫备AAS1609
0455和豫备AAS16090456，
声明作废。

●鲁俊甫,身份证号41272819x
xxxxx0115，丢失郑州万达广
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惠济分
公司开具的装修押金收据,单
据号：WDSG0004102，金额
伍仟元整，声明作废。
●黄慧敏遗失2018年5月28日注
册的护士执业证书(证书编号2
01841017850），声明作废。
●本人李卫宾，不慎遗失郑州
合广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收
据壹份，编号1115350，金
额34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郑州市惠济区盈盈的冷饮店
(92410108MA46MYD726)营
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郁胜军不慎将康桥九溪
郡2019年6月21日开具的预约
金收据(票号:0144817,金额:
10000元）丢失，特声明作废。
●河南禹亳铁路发展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谢玮个人印章丢
失，现声明作废。
●本人蒋军红,身份证号41042
2199004177063,由于本人保
管不慎,将2019年4月18日与
郑州润翔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的《wedrink特许经营
合同》遗失,合同期限:2019
年4月18日—2021年4月17日,
合同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二
七区德化街温州百亨酒店旁
,现声明作废,郑州润翔餐饮
管理有限公司不再对该合同
的内容负任何责任。

●洛阳吉顺达商贸有限公司原
公章、财务章丢失,声明作废
●梁亚飞身份证号：41148119
9311081513购买禹州市瑞庭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款收
据丢失，收据编号0027347，
0023036，0252404共三张，
合计：120509元，声明作废。
●禹州市晓歌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1081MA471EK95Q）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对公
账户、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昌市昇彩广告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1002MA4727NN5Y）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对
公账户、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昌市歌嘉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1023MA471Q8D4K）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对公
账户、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许昌市亚玲园林绿化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
11025MA471L2B6M）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对公
账户、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解志强遗失郑州博颂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开具的康桥悦城
三号院三号楼一单元501号
购房发票,发票代码4100161
350发票号码00047157金额
272945.00元,声明作废。

●编号：N410566777，姓名：

李雨嘉，出生日期2013年5月
15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晨钟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化妆品生产许可证

不慎遗失，编号：豫妆20
160040发证日期2016年12
月30日，声明作废。

●郑州市护车邦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1010
0MA45RUX323）遗失发票领

购簿，声明作废。

●个体户李会会税号41052619
891020308X不慎丢失税务登

记证、发票领购簿、发票专用

章和定额发票(票号4040480
1-40404950)，声明作废。

●东岸尚景A区13号楼1单元4层
401号住宅房款收据遗失，编

号1028084，金额200000元；

编号1023175，金额211723元，

声明作废。

●郑州紫鼎宾馆有限公司(91
4101047662128084)特种行业

许可证遗失，编号:郑公特旅

字第D040004号，声明作废。

●巩义市城区金泰宾馆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丢失税号33262
1197006138874声明作废。

●程修峰身份证于2019年07月
27日0时10分许遗失,证号:41
010519801214845X特此声明。

●高云410521198610181526丢
失河南天之东置业有限公司

D152车位款收据,收据号590
6164,金额：12万,特此声明。

招商

●除甲醛招商加盟

电话：15038369133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充氟53778919
●空调维修加氟清洗63288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