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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能赚钱？ 小心被忽悠！
多款不良新闻 APP 混入应用市场 推广方式与传销类似
“
看新闻能赚钱”
“
随时提现不受
限”……近期，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经常出现类似的新闻类 APP 广告。 记
者调查发现，多款号称
“
看新闻就能赚
钱”的 APP，根本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资质，
“
新闻”也多为猎奇、八卦等
垃圾信息；所谓
“
看新闻能赚钱”只是
广告噱头，高额金币只能折现几毛钱，
提现面临种种套路。

元”，记者测试后发现并不能实现。
同时， 这类 APP 还存在过度索
取用户权限、更改手机设置等问题。
多款 APP 要求用户必须允许读取地
理位置和通讯录信息才可以打开。
记者测试中发现，打开一款 APP 后，
自己的手机锁屏壁纸已被更改为软
件背景， 解锁屏幕后有不间断的弹
窗消息出现，影响手机正常使用。

能赚钱只是噱头
软件过度索取用户信息

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推广模式与传销相似

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一则名为“淘头条”
的新闻 APP 广告， 广告宣称看新闻
可以赚零花钱，一天可以赚几十元，
新注册用户还可以获得 18 元红包，
当天可提现。 刘希同下载后发现，不
仅需要绑定微信号、手机号，还需要
完成平台规定的各项任务才可以赚
取金币。“广告上宣称赚钱很容易，
但实际流程很复杂， 收益也和宣传
明显不符。 ”刘希同说。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浏览了
十几分钟，先后出现“趣头条”“闪电
盒子”“蚂蚁头条”“微鲤看看”“小鸟
看看”等多款打着“赚钱”噱头的新
闻 APP 广告。 有应用市场的统计数
据显示，“淘头条”“微鲤看看” 等应
用的下载量均突破 40 万。 一些受访
者表示，“看新闻赚现金” 这类广告
吸引不少人下载相关 APP， 原因在
于广告中经常使用“首次注册奖励
5000 金币”“登录即可获得 1000 金
币”等标语。
记 者 下 载 了 多 款 相 关 APP 发
现，所谓的金币并不等同于现金，广
告中宣称的高额金币折算成现金，
往往只有几毛钱， 并且只有累计赚
到 30 元后才可提现。 一些 APP 在广
告中还宣称“挂机 5 分钟提现十几

记者调查发现， 此类 APP 虽然
打着新闻资讯的旗号， 但平台上有
不少低俗信息。 记者近日打开“淘头
条”， 发现首页推荐的内容标题为
“加微信教你空闲时间在家怎么用
手机赚钱”“女子赌气离家， 晚上回
家却见到这一幕”“奶奶一眼看出保
姆跟儿子关系不一般”……八卦、猎
奇，有些内容还打黄色擦边球，配上
诱惑性图片。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 通过应用程序等形
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 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许可。 但记者在国家网信办“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许可信息”主
页中进行查询，“淘头条”“亿刻看
点”等多款 APP 未能查到相应资质。
记者调查发现， 有的 APP 还以
各种高额奖励来鼓励用户以“收徒”
的名义发展下线，吸纳更多使用者。
有的 APP 规定首次邀请好友给予
10000 金币奖励，邀请到的好友完成
相应任务，再给予 30000 金币奖励；
有的发展下线的 奖 励 则 更 具 诱 惑
性， 宣传页面上写着邀请一位用户
返现 6 元钱，邀请 100 位以上用户，
最高可返 8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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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继续发展下线。 之所以鼓励
用户发展下线， 是因为这些平台中
有大量广告， 平台需要广告点击量
来赚取利益。

不当帮凶
发现不良 APP 应积极举报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些 APP 不具备资质发布或转载新
闻， 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
相关规定。 今年以来，地方公安、网
信部门开始对此类 APP 进行打击。
今年 3 月贵阳警方查获的一起案件
中， 犯罪嫌疑人李某开发出一款名
为“闪阅精灵”的 APP，宣称在该软
件上阅读新闻，每天能赚取 40 元至
80 元不等的收益， 并在短视频平台
上进行宣传。 骗取大量网民信任后，
借机向用户兜售“激活卡”，被查获
时涉案金额已达 100 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
文波认为， 对于不具备互联网新闻
信息服务资质的 APP， 应加大查处
力度。 各类手机应用市场也应尽快
建立严格的审核 机 制 ， 并 对 违 规
APP 进行下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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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尽快对
此类行为进行规范。
匡文波等专家建议， 读者要对
以金钱诱惑、 鼓励发展下线的 APP
自觉抵制。 加强对低俗违法内容的
辨识能力，一旦发现平台上有谣言、
涉黄等信息，积极向主管部门举报，
避免因贪小利而成为不良信息扩散
的“帮凶”。 （据新华社电）

荣获 Hotel Plus 金殿奖

格力创新技术获好评
近日，2019 上海国际酒店工程设
计 与 用 品 博 览 会 的 同 期 活 动——
—
—经典筑梦
HotelPlus 金殿奖之夜——
未来颁奖晚宴在上海举行。 凭借全生
命周期绿色智能空调系统解决方案，
格力荣获金殿奖
“
最佳酒店及商业空
间工程装饰供应商”奖，其紧抓用户痛
点开展技术创新的成果得到酒店行业
的认可与好评。
打造绿色智能酒店空间
创新技术获好评

随着近几年国有品牌的不断发
力，我国中央空调实现了跨越式的发
展。以格力为代表，中国空调企业在技
术上逐步实现了营造舒适环境、实现
智能管理、紧抓节能降耗的目标。
格力磁悬浮变频离心机组冷量
高达 1300RT， 机组满负荷性能系数
（COP） 与部分负荷综合能效系数（I－

PLV）均处于业界最高水平。
格力是国内唯一一家具备自主
研发制造磁悬浮压缩机及离心机压缩
机能力的企业，也是全球唯一拥有单
机头大冷量、磁悬浮压缩机全线系列
化的空调企业。
格力为此重磅推出了永磁同步
变频螺杆压缩机，在提升全工况性能
的同时节省功耗 40%。 此外，高转速
设计也能使压缩机重量降低 20%，大
幅提升了机组能效。
酒店需要 24 小时供应生活热
水，此次获奖的格力全变频系列商用
中央空调与热水解决方案不仅能满
足这一用户需求，还搭载了国际先进
产品 MR 系列五种模块式热回收模块
机组，实现了模块机组和热水机的完
美结合，进一步解决了热水供应的难
题，是传统
“
中央空调+热水锅炉”的理

想换代产品，获得了业内人士的好评。
频频中标超级工程
核心科技创造美好生活

近年来，格力在商用空调领域坚
持
“
精耕细作”式自主研究，创造出了
一系列精品，成为各种高档星级酒店
的绝佳选择。
以北京首都大酒店为例， 作为北
京最早的高档饭店之一， 格力 800 冷
吨的永磁同步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在
替代原空调故障机之后， 不仅运行良
好，相比之前的溴化锂机组每天为酒店
节省了近 3000 元电费。 除此之外，广
东鸳鸯湖洲际酒店、 三亚文华东方酒
店、南昌金陵大酒店等众多酒店项目均
采用格力全变频系列中央空调。以满足
酒店空调系统制冷为需求，格力全变频
系列商用机组投入使用后，空调系统运
行良好，并且有明显节能效果。

两高分别公布
国家赔偿新标准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 315.94 元
最高人民法院于 5 月 15 日
下发通知，公布了自 2019 年 5 月
15 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
准为每日 315.94 元。
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
检察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人民
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
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 执行新的
日赔偿标准 315.94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的， 每日赔偿金按照国
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
国家统计局 2019 年 5 月 14 日公
布，2018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 业 人 员 年 平 均 工 资 为 82461
元。 （据新华社电）

江西要求本科生
禁带手机进课堂
高校要求不能带手机进课堂
的规定并不少见， 但江西近日出
台文件， 面向全省高校提出手机
禁止随意进课堂的要求。近日，江
西省教育厅针对该省高校本科教
学中存在的教师教学精力投入不
到位、学生学习精力投入不到位、
教学管理服务不到位、 支持本科
教学有关政策不到位等问题，提
出进一步加强高校本科教学管理
的 8 项要求。八项要求包括，淘汰
“水课”，打造“金课”；非教学需
要，禁止学生将手机、平板电脑等
移动智能终端带入课堂； 提高过
程考核成绩在课程考核总成绩中
的比重； 严格执行师德师风一票
否决制等。
要求指出，要加强移动智能终
端使用管理，非教学需要，禁止学
生将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
端带入课堂。 禁止学生在课堂使用
移动智能终端设备做与学习无关
的事； 要加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建立健全青年教师上讲台准入制
度；要加强教授全员授课，制定教
授给本科生上课的管理规定，将为
本科生讲授理论课作为晋升教授
职称的必备条件。 落实教授为本
科生授课情况发布制度， 推动教
授全员给本科生上课等。 江西省
教育厅要求，各高校要结合实际，
围绕八项要求， 制定具体措施和
办法，持续不断地严管、严抓本科
教学，强化教学管理，深化教学改
革， 提升教学质量， 振兴本科教
育。 （据中国江西网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