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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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济南5月14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 陈
菲）最高人民检察院 13日印发修订后
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
定》，对最高检司法解释工作予以进一
步规范和细化。

制定司法解释是法律赋予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最
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方
式。修订后的规定共 6 章 28 条，进一
步明确了司法解释工作的职责分工，
突出检察机关专业化建设，优化法律
监督职能。

按照修订后的规定，司法解释在
制定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
中心”。例如，将“有关机关、社会团
体或者其他组织以及公民提出制定
司法解释的建议”作为立项重要来源
之一，同时规定在起草司法解释意见
稿时应当征求有关机关以及地方检
察院、专门检察院的意见；根据情况，
可以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
家学者等的意见。涉及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司法解释，经检察长决
定，可以在报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公
开征求意见。

为有效避免司法解释与法律规
定的不一致，规定还对司法解释的
制定权限、司法解释的备案、司法解
释的修改工作等提出要求。规定明
确：地方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
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性
质文件；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
对于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
含义，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
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最高人
民检察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
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
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
以内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法律制定、修改、废止后，
相关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规定相矛
盾的内容自动失效，最高人民检察
院对相关司法解释应当及时予以修
改或者废止。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
屈婷）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民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医保局日前就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做
出新部署，提出将救治病种扩大到
25 种。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19 年
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的 25 个
病种包括：儿童先心病、儿童白血病、
胃癌、食道癌、结肠癌、直肠癌、终末期
肾病、肺癌、肝癌、乳腺癌、宫颈癌、急
性心肌梗死、白内障、尘肺、神经母细
胞瘤、儿童淋巴瘤、骨肉瘤、血友病、地
中海贫血、唇腭裂、尿道下裂、耐多药
结核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艾滋病机会感染。其中，后四种为今
年新增病种。

新部署要求，对 2019 年新增病种
和新发病患者，各省要尽快摸清底数，
实行建档管理，发现一例，建档一例，
治愈一例，销号一例。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农
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开展两
年来，救治病种从开始的 9 个逐步增
加至 25 个，取得了积极成效，减轻了
农村贫困人口的医疗负担，助力打赢
脱贫攻坚战。

据悉，为持续深入推进农村贫困
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2019 年还将
着力提升专项救治医疗服务能力和质
量水平，进一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推
进县域内住院“先诊疗、后付费”，有条
件的地方要实行省域内“先诊疗、后付
费”等举措。

新华社利雅得5月13日电（记者
涂一帆）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和矿产
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赫 13日表示，
两艘沙特油轮在阿联酋水域遭“蓄意
破坏”，导致船只“严重损坏”。

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法利赫
说，这一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 12 日 6
时，其中一艘沙特油轮正准备前往沙
特港口装载计划交付给美国客户的
原油。但沙特方面并未透露遭“蓄意
破坏”的油轮名称，也没有指认破坏
实施方。

法 利 赫 说 ，该 行 为 旨 在 破 坏 海
上 航 行 自 由 以 及 全 世 界 消 费 者 的
石油供应安全。法利赫还说，国际

社 会 有 责 任 保 护 海 上 航 行 安 全 和
油轮安全，减轻此类事件对能源市
场的不利后果，及其对全球经济构
成的危险。

当天，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
该行为对海上航行安全和保障构成严
重威胁，并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产生消极影响。声明还强调，沙特将
与阿联酋团结一致，支持所有维护自
身安全与利益的措施。

12日，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说，
4 艘商业船只当天在其领海水域遭遇

“蓄意破坏”，阿联酋有关方面已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并正在与本地和国际
机构合作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新华社德黑兰 5 月 13 日电（记
者马骁 穆东）伊朗外交部 13 日发表
声明，对发生在阿联酋附近海域的
商船遭破坏事件表示关切，呼吁地
区国家提防其他国家的“冒险主义”
举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
萨维在声明中说，阿联酋附近海域
12 日 发 生 的 商 船 事 件“ 值 得 警 惕
且 令 人 遗 憾 ”，希 望 各 国 加 强 海 上

安全保护，呼吁阿方对事件做出详
细说明。

穆萨维呼吁地区国家提防其他国
家的“冒险主义”举动，警惕“一些不怀
好意者阴谋破坏地区稳定和安全”。

阿联酋外交部 12日发表声明说，4
艘商船当天在阿领海遭“蓄意破坏”。
声明否认部分媒体关于富查伊拉港发
生爆炸的报道，称其毫无根据，表示该
港口运营正常，未受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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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的高三学生在操场
上掰手腕。

2019年高考在即，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开展多种形式
的集体减压活动，帮助学生释放紧张情绪，以平和、乐观的心态迎接高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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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短视频济南市民刘希同近日在某短视频
平台上平台上，，看到一则名为看到一则名为““淘头条淘头条””的新闻的新闻
APPAPP广告广告，，广告宣称看新闻可以赚零花广告宣称看新闻可以赚零花
钱钱，，一天可以赚几十元一天可以赚几十元，，新注册用户还新注册用户还
可以获得可以获得 1818元红包元红包，，当天可提现当天可提现。。

刘希同下载后发现刘希同下载后发现，，不仅需要绑定不仅需要绑定
微信号微信号、、手机号手机号，，还需要完成平台规定还需要完成平台规定
的各项任务才可以赚取金币的各项任务才可以赚取金币。。““广告上广告上
宣称赚钱很容易宣称赚钱很容易，，但实际流程很复杂但实际流程很复杂，，
收益和宣传的也明显不符收益和宣传的也明显不符。。””刘希同说刘希同说。。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浏览了十几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浏览了十几
分钟分钟，，先后出现先后出现““趣头条趣头条”“”“闪电盒子闪电盒子”“”“蚂蚂

蚁头条蚁头条”“”“微鲤看看微鲤看看”“”“小鸟看看小鸟看看””等多款等多款
打着打着““赚钱赚钱””噱头的新闻噱头的新闻APPAPP广告广告。。一些一些
应用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应用市场的统计数据显示，，““淘头条淘头条”“”“微微
鲤看看鲤看看””等应用的下载量均突破等应用的下载量均突破4040万万。。

一些受访者表示一些受访者表示，，““看新闻赚现金看新闻赚现金””
这类广告吸引不少人下载相关这类广告吸引不少人下载相关APPAPP，，原原
因在于广告中经常使用因在于广告中经常使用““首次注册奖励首次注册奖励
50005000 金币金币”“”“登录即可获得登录即可获得 10001000 金币金币””
等标语等标语。。

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记者下载了多款相关APPAPP发现发现，，所所
谓的金币并不等同于现金谓的金币并不等同于现金，，广告中宣称广告中宣称
的高额金币折算成现金的高额金币折算成现金，，往往只有几毛往往只有几毛

钱钱，，并且只有累计赚到并且只有累计赚到 3030 元后才可提元后才可提
现现。。一些一些 APPAPP 在广告中还宣称在广告中还宣称““挂机挂机 55
分钟提现十几元分钟提现十几元””，，记者测试后发现并记者测试后发现并
不能实现不能实现。。

记者发现记者发现，，这类这类APPAPP还存在过度索还存在过度索
取用户权限取用户权限、、更改手机设置等问题更改手机设置等问题。。多多
款款 APPAPP 要求用户必须允许读取地理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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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通讯录信息才可以打开。。记者测记者测
试中发现试中发现，，打开一款打开一款 APPAPP 后后，，自己的手自己的手
机锁屏壁纸已被更改为软件背景机锁屏壁纸已被更改为软件背景，，解锁解锁
屏幕后有不间断的弹窗消息出现屏幕后有不间断的弹窗消息出现，，影响影响
手机正常使用手机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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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实测记者实测：：广告频现网络广告频现网络，，““能赚钱能赚钱””有诸多限制条件有诸多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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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规APP亟待规范

新华社广州5月 14日电（记者毛
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开展一年多
来，广东警方共收到群众举报线索 7660
余条，已有 4800 余名涉黑恶逃犯投案
自首。

广东省公安厅 14日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开
展情况。截至目前，广东警方共打掉黑

社会性质组织 130多个、恶势力犯罪集
团 400 余个，侦破涉黑恶案件一大批，
刑拘涉黑恶犯罪嫌疑人 6.94万人，查扣
冻结涉案资产过百亿元，带动全省刑事
警情、刑事立案数分别同比下降 10.5%
和 9.5%，保持了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发布会上，广东警方公布了 20 个
涉黑恶典型案例，其中涉及“套路贷”等

新型犯罪案例 8个。
广东省公安厅扫黑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广东警方把涉黑恶新型犯罪列入
重点打击范围，成立新型犯罪研究中
心，创新“以专制专、以快制快”的反制
策略和措施，精准打击“套路贷”“校园
贷”、收取网络保护费、网络敲诈等新兴
领域涉黑涉恶犯罪。今年 1 至 4 月，广

东共打掉“套路贷”涉黑恶团伙 31个。
广东警方同时将利用家族、宗族势

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村霸”作为打
击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净化农村地区
社会治安环境。

发布会上，广东警方对 5名重要线
索举报人进行了奖励，并再次公开重金
悬赏 30名涉黑恶在逃犯罪嫌疑人。

广东一年多来4800余名涉黑恶逃犯投案自首

↓第72届戛纳电影节将于14日在法国
南部小城戛纳开幕。在本届电影节上，不仅
有多位影坛“老面孔”携作品亮相，也有不少
新人带着处女作在戛纳首秀。连接传统与
未来成为本届戛纳电影节的最大特色。图
为这是 5月 13日在法国戛纳拍摄的第 72届
戛纳电影节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