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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咨询机构艾媒咨询发布
的《2019中国互联网招聘行业市场
研究》显示，2018 年中国互联网招
聘用户规模接近 2亿，年增长率为
15%。招聘平台中出现的平台收费
不合理、招聘信息更新不及时、个
人信息遭泄露等问题，让网络招聘
信息真假难辨。

一位曾在多家互联网招聘平
台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网络招聘
平台虚假信息难以杜绝的直接原
因就是经营模式缺乏真正的职场
诚信体系作支撑。一个“名企”标
识能卖一两万元，平台当然希望卖
得越多越好，长此以往，平台公信
力将被透支。

2017 年，李文星因“BOSS 直
聘网”虚假招聘误入传销集团死

亡事件给网络求职平台的野蛮生
长敲响警钟。此后，人社、网信等
部门纷纷发文要求各地进一步规
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加强对招
聘活动，特别是互联网招聘活动
的监管，强化对招聘网站发布信
息的核查，严厉打击信息发布违
法违规行为。

1月 1日施行的电子商务法第
十七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
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表示，平台如果没有尽到审核
义务，发布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
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责任包括
民事责任，即依法予以消费者民事

赔偿，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其
进行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
存在维权成本高等问题。记者协
助张力向58同城致电要求维权，但
对方表示，必须警方立案才可以启
动企业审查、赔偿程序。记者发
现，警方立案的程序也比较繁琐。
张力表示无力维权。

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欧卫安
等建议，应尽快建立一套有效的监
管机制，畅通消费者举报渠道，虚假
信息及时公示。同时充分应用先进
的网络信息过滤和追踪技术，净化
网络求职环境。专家提醒求职者，
尽量多渠道了解招聘单位的信息，
不要轻信那些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
的招聘。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14日电（记
者 周舟）美国和中国科研人员近期合
作设计出一种以 DNA（脱氧核糖核
酸）为材料构成的类生命“软机器人”，
可通过自身新陈代谢为驱动实现自主
运动，未来有望用于开发生物芯片等。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机器人
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在这一系统
中，DNA分子被合成组装为一种层级
结构，在可提供能量的液体中按指令、
自动地进行生长与降解。

研究显示，这种“软机器人”从只
有 55个核苷酸碱基的DNA分子增殖
数千万倍，形成几毫米长的DNA水凝

胶。在反应液中，胶体首端生长、尾端
降解，从而获得动力，可以像黏液菌一
样逆流运动。

论文通讯作者、美国康奈尔大学
生物和环境工程学教授罗丹对新华社
记者说，正如人需要在有氧的空气环境
中进行新陈代谢，这种“类生命材料”需
要从微流系统中获得“营养”，实现人工

“新陈代谢”从而进行自主运动。
罗丹说，数十亿年前，生命也是从

几种分子进化而来的。“虽然我们并未
制造一个活物，但这比以往的材料更
像生命，且未来具有自我进化的可能
性”。

新华社成都4月15日电（记者 吴
光于 张海磊）记者从四川省广安市公
安局获悉，近日广安市广安区警方破获
一起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42 名，涉案金额达 1000 余万元。
警方提醒，投资理财一定要提高警惕，
不要轻信各种非正规渠道的理财信息，
更不要相信“高收益”欺骗性宣传。

3月，广安区公安分局接到群众报
案称，去年通过网络聊天平台添加好
友的方式，被“理财讲师”推荐购买投
资理财产品，进行风险投资后发现被
骗。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开展侦
查，发现这是一个涉嫌网络投资理财

诈骗团伙。
经过一个多月侦查，专案组掌握

了该团伙人员组成结构、窝点位置及
犯罪事实等情况。经查，该犯罪团伙
采用公司化经营方式，通过网络平台
与客户聊天，“理财讲师”进行洗脑式
授课，以炒股、买期货等投资理财为
名，“高收益、高回报”为诱饵，引诱客
户购买理财产品。受害者被骗金额少
则万余元、多则百余万元。4月10日，
广安区警方出击，捣毁 3个窝点，抓获
犯罪嫌疑人 42名，依法扣押作案手机
96 部、电脑 89 台。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刘
红霞）海关总署 15 日宣布，海关缉私
部门近期侦办一起特大象牙走私案，
现场查获7.48吨象牙。这是海关缉私
部门近年来自主侦查一次性查获象牙
数量最大的案件。

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
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胡伟当天在新闻
发布会上介绍，3月30日，海关总署指
挥黄埔海关缉私局，在合肥、南京、北
京、福州、青岛海关缉私局和地方公安
机关的支持配合下，出警 238人，分为
36个行动小组在多地展开收网行动，
一举抓获 20名犯罪嫌疑人，查获 2748
根象牙，合计7.48吨。

这起特大象牙走私案实现人赃俱
获。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告诉

记者，海关缉私会出现“打到货没抓到
人、抓到人没打到货”的情况，这次行
动一举抓获 20名犯罪嫌疑人，全链条
摧毁了一个长期专门走私象牙的国际
犯罪集团。

据介绍，该犯罪集团在非洲尼日
利亚等国收购大量象牙，通过非设关
地偷运、货运渠道伪报等方式走私进
境。此次查获的7.48吨象牙是通过货
运渠道伪报为木材方式进境，藏匿于
废旧厂房中。目前这一案件还在侦办
中。

胡伟表示，海关总署把打击象牙
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作为履行为
国把关职责的“重中之重”，坚持“零容
忍”态度，将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严
打严管，坚决斩断走私链条。

据新华社洛杉矶4月13日电（记
者 谭晶晶）美国航天企业斯特拉托发
射系统公司 13日发布公报说，由该公
司开发的世界最大飞机当天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顺利完成了首次试飞。

据介绍，这架名为“斯特拉托”的
双体飞机采用双机身设计，拥有 6 台
发动机，总重近230吨，翼展约117米。

美国西部时间 13日 6时 58分（北
京时间 13日 21时 58分），飞机从加州
莫哈韦航空航天港起飞，在莫哈韦沙
漠上空飞行了两个半小时，最高时速
达到每小时约 304 公里，最高飞行海
拔高度近 5200米，随后返回莫哈韦航
空航天港，安全着陆。

公报说，任务团队进行了标准的
飞行测试演练，执行了各种飞行控制
操作以校准速度，并测试飞行控制系
统，包括偏航机动飞行，俯冲、拉升以
及稳定航向侧滑等。飞机在最高超过
4500米的海拔高度进行了模拟着陆演
练。飞行员在成功返回莫哈韦航空航
天港之前评估了飞机性能和操控品
质。

美国航天局科学任务理事会副主
任托马斯·楚比兴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表示，这架飞机创立了新纪录，此次首
飞是斯特拉托发射系统公司任务团队
开创的一个历史性里程碑，未来将前
往太空边缘以及更远的地方。

新华社成都4月13日电（记者李
华梁 陈地）2019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
大会开幕式暨天府绿道登山徒步活动
1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当日的活动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
2000 余人参加，设置男、女 5 公里和 8
公里项目，在出发广场及沿线分别设
成都特色美食补给、非遗文化展示、成
都文创产业展示、成都旅游咨询等。

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自 2002
年举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七年，
每年都有近百万群众参与其中，已成
为我国全民健身活动的知名品牌项
目。

本次活动由中国登山协会、成都
市体育局、龙泉驿区人民政府主办，龙
泉驿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山泉镇人
民政府承办。

卖电动车的招送餐员，营业执照注销企业还在招人

互联网招聘依然乱！

“低学历也能拿高薪”
“两年买车、五年买房
就找我”……在一些网

络招聘网站，类似这样颇具诱惑
力的招聘信息比比皆是。记者调
查发现，一些平台对招聘方的资
格审查形同虚设，招聘者的简历
可能被投往“黑中介”、传销机构
甚至是诈骗公司。

□ 新华社记者 刘娟胡林果

月薪8000元至1.2万元、有加班补助、会
使用智能手机即可……38岁的张力看到 58
同城上高薪招聘美团外卖送餐员信息，投递
简历后很快接到面试通知。

张力发现，这家位于北京通州一个小区
门面房二楼的公司，办公室门口没有任何招
牌。工作人员称：“我们公司是帮美团招聘
的，有合作关系，我们推荐肯定你能上岗。”
一心想找工作的张力被收取了 1200元中介
费。

“现在送餐员都是自配电动车，我们推
荐去买有折扣。”工作人员将张力带到 10多
米远的一家电动车行，售卖员推荐了一款
5000元的电动车，同时“贴心”考虑到张力没
有那么多资金，为他办理了网络贷款，3个月
的利息500元。

张力第二天到外卖站点上班却发现，其
实可以直接到外卖站点应聘，不收取任何费
用。而号称可以骑行一整天的电动车，仅使
用 4个小时就没电了，并且这款电动车市场
售价最多3000元。

深感受骗的张力来到电动车行要求退
掉电动车，车行给张力办了退款手续，但500
元的贷款利息还得他负担。

有类似张力这样经历的人不在少数。
苏州的金先生在赶集网上找工作，一家劳务
派遣公司接了单，收取 400元保证金后却凭
空消失了。金先生向赶集网投诉，对方不予
解决。

记者在第三方投诉平台聚投诉上搜索
发现，自2018年5月至今，有关58同城、赶集
网等发布虚假招聘信息的投诉达 90 余起。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发现，自2017年至
今，涉及虚假招聘的一审判决书有273份，涉
及刑事案件的有 174份，其中与虚假招聘有
关的互联网平台中，58同城和赶集网涉及刑
事案件的分别有 74件和 36件，最常见的犯
罪手段就是诈骗。

张力应聘的是怎样一家中介
公司？记者找到这家中介，表示要
找一份送餐员的工作，对方问的第
一个问题是：“曾经办过贷款吗？”

记者查询发现，这个中介机构
名称为北京福茂松源商贸有限公
司，注册信息显示，其经营范围在
2018年变更为销售五金交电（含电
动自行车）。也就是说，这是一家
售卖电动车的公司。而且，这家公
司的营业执照已在上月因“决议解
散”而注销。但在 58同城上，该企
业仍在继续招聘。

据了解，招聘方需要给平台缴
纳“渠道费”，在公司名称旁标出醒
目的黄色“名企”字样，是渠道费包

含的服务之一。记者发现，在58同
城上，这家涉嫌诈骗的中介公司就
显著地标示了“名企”字样，而且在
各种类别的职位招聘里都发布了
信息，例如招聘按摩师、水泥工、出
租车司机等，其实都是招送餐员。
此外，这家注册在北京昌平的公
司，发帖时显示的招聘地址几乎遍
布全北京，甚至还有南京等城市。

这家公司为何能在平台上发
布这些不符合实际的信息？平台
是否有审核？据 58同城的工作人
员介绍，需要通过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以及手机号、人脸识别、
身份证验证、芝麻信用认证、银行
卡等综合资质进行审核，所有在平

台上发布的职位信息，均需要通过
系统加人工的双重审核，才能在页
面上展示。

如此严格的审核在这家“全能
公司”面前似乎全无显现。记者
在网上随意下载了一家公司的营
业执照图片，试着在 58 同城上发
布招聘信息，信息审核开始并没
有通过。但之后，58 同城招聘事
业线的业务员三番五次打来电
话，并发来各种求职季热销招聘
套餐，在未核实记者身份的情况
下，就如何通过审核给记者支招，
并告知，购买 12500 元至 22000 元
的套餐就能获得“名企”标识，获
得头部展示。

原本免费可获得的工作
被收1200元中介费
找工作却背上网贷

记者暗访：
招送餐员的中介公司其实是卖电动车的，交“渠道费”就能标“名企”

发布虚假信息涉嫌违法
亟需建立有效监管机制

↑4月15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傣历新年取水仪式及泼水
狂欢，各族群众和游客在景洪市泼水广场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图为
当日，人们在景洪市泼水广场参加泼水节狂欢。

→最近，美国威瑞森公司和韩国三大电信运营商先后开启面向普通用
户的5G网络服务，标志着全球商用移动网络进入4G与5G并存的时代。图
为体验者们在韩国首尔光化门附近的5G巴士上感受高速VR视听产品。

新华社发

我国海关破获
近年来最大规模象牙走私案

2019年全国群众登山健身大会
在成都开幕

广安破获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案
涉案金额千万元

世界最大飞机顺利完成首次试飞

新研究

用DNA分子组装类生命“软机器人”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