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济南5月14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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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实测：广告频现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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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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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没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
有的以奖励的名义发展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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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APP亟待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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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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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5月14日电（记者陈文
广）将公交车司机拖离驾驶位置，导致公
交车失控前行，还殴打司机……湖南涟
源市人民法院日前公开宣判一起妨害公
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案。被告人刘某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3年2个月。

据介绍，2019年1月25日，刘某的母
亲带着孙女、孙子乘坐公交车，因与司机
发生争执，遂找其子刘某前来理论。随
后，刘某在涟源市马头山大道东轩村路

段拦住该公交车，并冲上公交车抓住司
机衣服前襟使劲拖拽，司机被拖离驾驶
位置，导致公交车失控向前滑行。车内
其他乘客见状上前将刘某拉开，司机才
得以重新控制公交车。此外，司机还被
刘某殴打。

法院审理认为，刘某拖拽正在驾驶
公交车的司机，导致公交车失控，危害
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据新华社电 夏天将至，叫上三五好友，吹着
风、喝着啤酒、撸着串，那真真是极好的。

烤串的美味自然不必多说，但是经常吃烧
烤的危害你知道吗？

危害一：降低营养物质的利用率。肉类在
烤炉上烧烤时，蛋白质发生变化，维生素、氨基
酸也同样遭到破坏，严重影响这些营养物质的
利用率。

危害二：容易上火。由于在烤制过程中添
加了孜然、辣椒等多种调味品，大大刺激了胃肠
道蠕动和消化液分泌，进而影响到体质，容易造
成上火。

危害三：易致癌。烧烤在高温加热后会出
现多种致癌物质，对人体来说大量摄入这种物
质会增加人们患癌症的风险。

危害四：增加寄生虫感染几率。烧烤的食
物外焦里嫩，有些食物的内部由于没能高温消
毒，寄生虫还未被消灭，增加了感染寄生虫的概率。

撸串一时爽，危害可不少。小编带你解锁
吃烤串的正确姿势。

1 选择健康调味料提前腌制食材 烧烤的肉
类选择，推荐无骨鸡胸肉、鸭胸肉和瘦牛肉。可
以用大蒜汁、桂皮粉、迷迭香、柠檬汁、番茄汁等
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将食材提前腌制一
下，有助减少致癌物的产生。

2 给烤肉包裹一层“外衣”烤时包裹一层
“外衣”，用锡纸、竹筒、荷叶等将肉包裹后再烤，
可避免过多含致癌物的烟雾进入食物中。烤制
过程中要勤翻动、烤制时间不要太长。需要注
意的是，烤得越黑的部位致癌物含量越高，所以
应将烤焦部位去掉再吃。

3 配合蔬菜一起食用 可以用生的绿叶菜裹
着烤肉吃，或用紫甘蓝、西兰花、菜花等拌个凉菜
搭配烤肉吃，对于降低烧烤危害有积极的作用。

4 选择低盐、少油的酱料 为了健康起见，烤
制时选择低盐、少油的的酱料。爱吃辣的小伙
伴也可以多加蒜泥、辣椒哦！

5 自制健康烧烤 在路边吃烧烤，不如在家
自己做的安心！其实自制烧烤并不难，只需准
备好食材，配好酱料和烤肉纸，在电烤炉上刷上
一层油，美味的烤肉就开始滋滋作响了。

6 选择食材有讲究 烤肉时还可以烤些红薯
片、土豆片、藕片等，既能保护胃肠，又能增加膳
食纤维，还有利于各种矿物质的平衡。

7水果来解腻 吃完烧烤后，可以选择吃些
水果来解腻、排毒或者帮助消化。如梨子、橙
子、香蕉、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
维，有利于帮助人体排出毒素，保护肠胃。

烧烤虽美味，可不要贪多哟！

新华社杭州5月14日电 2019年5月14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陕西省人民
政府原副省长冯新柱受贿案，对被告人冯新柱以
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
百万元；对冯新柱受贿犯罪所得赃款及其孳息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冯新柱当庭表示服从判决，不
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7年，被告人冯新
柱利用担任陕西八大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铜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中共铜川
市委书记，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凌农业高新
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
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
项目投资、矿产开发、资金借贷、工程承揽、职务调
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上述
单位及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47万
余元。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冯新柱的
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
于冯新柱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
可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看新闻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

一男子拖拽殴打公交司机被判刑

2018年，河北武安“爱心妈妈”李
利娟的“爱心村”因未参加年检被当
地关停，李利娟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
序、敲诈勒索被当地公安机关刑拘。
2019年5月13日，记者从李利娟代理
律师付建处获悉，李艳霞（李利娟本
名）等16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伪造
公司印章、敲诈勒索、诈骗、职务侵
占、故意伤害、窝藏一案，定于5月23
日在武安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河北武安，“四霞子”李利娟是
人人皆知的“爱心妈妈”，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她陆续收养超过100位孤
儿，并在当地建立起“武安市民间福
利爱心村”，被评为“河北好人”。
2018年5月4日，因为2014年至2016
年未参加年检，2017年未按规定报送
年检材料，李利娟的“爱心村”被武安
市行政审批局下达了撤销行政许可
决定书，“爱心村”也被关停。

2018 年 5 月 5 日，武安市委宣传
部官方微信发表一篇题为《从冰山一
角看“爱心妈妈”李利娟的两面人
生》的文章，揭开了这位“爱心妈妈”
的另一面。该文提到，李利娟的“爱
心村”长期不接受政府监管，拒绝配
合当地民政局合办要求，不接受安
全检查，公安机关无法采血，成了武

安一处“独立王国”。此外，李利娟还
不断利用手中的残疾孤儿和弃婴借
机敛财。

一次，李利娟在某宾馆乘坐电
梯，以电梯不稳造成其腰部损伤为
由，讹诈宾馆17万多元；从宾馆出来
住到医院，又以药物过敏为由，讹诈
医院 12 万多元。不到一个月，就轻
松获利近 30 万元。还有一次，李利
娟在路过某企业门口时，以路面坑洼
剐蹭车底盘为由，讹诈该企业一辆新
迈腾。

经当地调查，李利娟在武安有多
处房产，在邯郸也有房产，平时不在

“爱心村”居住，名下有路虎、奔驰等
豪车。不仅如此，经公安部门初步查
明，李利娟名下存款有 2000 多万元
及2万美元。

随后，李利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
序、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被武安市
公安局实施刑事拘留。据武安市民
政局此前通报，李利娟的“爱心村”被
关停后，对其中孤残儿童、婴幼儿进
行了安置。13日，记者从武安市委宣
传部获悉，李利娟“爱心村”中部分幼
儿被安置在武安市福利院，目前情况
良好。

本报综合消息

河北“爱心妈妈”涉嫌诈骗案本月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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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健康吃烤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