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赚钱”有诸多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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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和宣

传的也明显不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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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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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现十几元”，记者测试后发现并
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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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PP看新闻就能赚钱?

多为广告噱头
提现有套路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4日
发布数据，2018年全国城镇非私营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61
元，比上年增加8143元，名义增长
11%，增速比2017年提高1个百分
点。扣除价格因素，2018年全国城
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实际增长8.7%。

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
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47678元，金
融业129837元，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123343元，分别为全国平均水
平的1.79倍、1.57倍和1.5倍。年
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
农、林、牧、渔业36466元，住宿和餐
饮业48260元，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55343元。从增长速度
看，年平均工资增速最高的三个行
业依次为采矿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增长率
分别为17.2%、14.4%和13.1%。

城镇非私营单位包括国有单
位、城镇集体单位、联营经济、股份

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商
投资经济等单位。2018年城镇非
私营单位全国共调查约167.5万
家，就业人员1.73亿人。

当日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 68380元，比上年增长
11%。规模以上企业包括了规模以
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
业、规模以上服务业等16个行业门
类的约100.7万家企业法人单位。

据新华社电 最高检日前依
法分别对缪瑞林、邢云、钱引安作
出逮捕决定。

江苏省政府原副省长缪瑞林
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
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缪瑞林作出
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
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邢云涉嫌受

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
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受贿罪对邢云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陕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钱
引安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
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钱引安作
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最高检
对缪瑞林邢云钱引安决定逮捕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13日
宣布，下一项载人登月计划得名

“阿耳忒弥斯”，取自希腊神话中
“月亮女神”。不过，如果按照美
国政府的预想2024年以前送“女
神”上天，需要追加经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
天说，准备向国会替航天局“要
钱”，以加速实现美国“重返月球”
计划。

美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
登斯廷以电话会议方式告诉媒体
记者，想在2024年以前实现载人
登月，需要增加16亿美元经费预
算，作为建造新的地面发射器和
航天器“首付款”。

当记者问及“整个登月计划
总费用”，布里登斯廷婉拒回答，

只说：“我们的目标是完成一项可
以尽快实现登月的工程，今后几
年会需要更多资金投入，但这第
一笔钱可以让我们获得强劲动
力、迈出第一步。”

美国今年迎来首次载人登月
50周年。1969年，美国宇航员乘
坐“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上月
球；截至1972年，“阿波罗计划”先
后把1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

布里登斯廷同时宣布新登月
计划定名“阿耳忒弥斯”，来自希
腊神话中掌管狩猎的“月神”。

阿耳忒弥斯是“太阳神”阿波
罗的孪生姐妹，既与美国首个载
人登月项目“一脉相承”，也应和
新项目实现“首名女性宇航员登
月”的预想。 据新华社

美国新登月计划定名“阿耳忒弥斯”

瑞典检察机关13日说，检方
将重新启动针对“维基揭秘”网站
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一项强奸
指控的调查并且寻求把他从英国
引渡到瑞典。瑞典检方官员埃
娃-玛丽·佩尔松当天在首都斯德
哥尔摩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
一决定，说英国方面结束对阿桑
奇的50周监禁以后，瑞典方面将
寻求引渡这名嫌疑人。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规定而由
英国法院本月初判处监禁，关押
在伦敦贝尔马什监狱。佩尔松
说，签发逮捕令以后，瑞典法院将
正式启动引渡阿桑奇的程序。鉴
于当事人可以提起上诉，她说，

“不可能预期”引渡程序的进度。
美联社报道，英国引渡手续冗长，
加之阿桑奇有多次上诉机会，即
便引渡成功，完成法律程序可能
需要一年时间或者更久。

阿桑奇面临的一项强奸指控
明年8月17日将失去法律诉讼时
效。佩尔松说，检方会争取在这
一期限以前把阿桑奇引渡到瑞
典。不过，由于美国同样要求引
渡，阿桑奇的最终去向取决于英
国方面。阿桑奇的律师珍妮弗·
鲁滨逊4月中旬接受英国媒体采
访时说，阿桑奇愿意配合瑞典方
面调查，希望瑞典保证不会把他
引渡至美国。 据新华社

瑞典将重启阿桑奇案调查

埃及文物部 13日发表声明
说，埃及一支考古队在北西奈省
发掘出一处萨姆提克时期（公元
前 664年-前 610年）的军事城堡
遗迹。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
穆斯塔法·瓦齐里在声明中说，这
座城堡的历史可追溯至古埃及第
26王朝，是埃及目前已发现最早
的古城堡之一。城堡墙体由泥砖
砌成，85米长的南墙建于另一未
完成城堡的基础之上。

埃及考古队负责人希沙姆·
侯赛因介绍说，城堡拥有16座瞭
望塔，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还发
现了当时城堡守卫士兵使用的房

间。作为埃及东部边境的主要防
御门户，城堡曾遭受猛烈攻击，城
堡的大部分建筑物毁于战火。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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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广告噱头，高
额金币只能折现几毛钱，提
现面临种种套路。

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82461元

埃及发掘出法老时期军事城堡

军事城堡遗迹内发掘出的文物
新华社发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APP虽
然打着新闻资讯的旗号，但平台
上的内容有不少低俗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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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八卦、猎奇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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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发展下
线就有奖励，实际上存在不少猫
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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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奖励的名义发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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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各
地网信部门多次对未获得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资质，违规发布、转
载新闻，传播涉黄涉暴及虚假信
息的网站和APP予以查处、关停。

今年以来，一些地方公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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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获时涉案金额达100万元。

相关专家认为，一些以“看新
闻能赚钱”为噱头的APP传播大

量垃圾信息，过度索取用户权限、
获取个人信息，扰乱了新闻阅读
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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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违规APP亟待规范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