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用户激增 20%

首只养老目标基金

提前结束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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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手机 APP自动续费了吗？

默认勾选，想取消比开通时还繁琐———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9月 13 日凌

晨，苹果 2018秋季新品发布会一口气发布

了

iPhone XS

、

iPhone XS Max

和
iPhone

XR

三款新手机， 同时针对中国市场，

i鄄

Phone XR

和
XS Max

首次加入双卡双

待。 新款

iPhone

中国官网已经上线，

i鄄

Phone XR

售价
749

美元起
（国行版 6499

元起），

iPhone XS

售价
999

美元起（国行

版 8699元起），

iPhone XS Max

售价
1099

美
元起(国行版 9599 元)，其中

512GB

高
配版

12799

元，是史上最贵

iPhone

！

据悉， 新版

iPhone

手机有三款容量

选择， 分别是

64G

、

256G

和
512G

，

iPhone

XS

和
XS Max

有三种颜色，金色、银色和

太空灰， 而

iPhone XR

有蓝色、 黄色、黑

色、白色、珊瑚色和红色特别版六款颜色。

iPhone XS

的屏幕尺寸达到
5.8

英寸，

i鄄

Phone XR

达到了
6.1

寸
，

XS Max

更是达
到了

6.5

英
寸， 是苹果公司有史以来最大

屏手机，针对中国市场，iPhone�XS 特别设

计了两个 SIM卡槽。

据《羊城晚报》 消息 随着首批“00

后”上大学，大学生的出行方式正在改变。

近日，一份来自共享汽车市场的最新报告

显示，汽车分时租赁的用户群体中，4

0%

来

自 90后、00后等“泛 00后”群体。

广州大学城部分返校学生对记者表

示，每次返校，搬运行李的过程都很繁琐。

虽然现在交通便利，但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始终无法有效解决。 而“随时租、随时还”

的分时租赁共享汽车， 无疑解决了 “痛

点” 。

在业界看来，性价比高是共享车吸引

大学生的首要因素。 以一辆大众朗逸共享

汽车为例： 计费标准为 0 元起步、0.99 元

/ 公里、0.19 元 / 分钟。 而广州出租车价

格为起步价 12元含 3公里，3 公里之后每

公里 2.6 元。 以大学城到广州南站为例，

距离 25公里、30分钟计算，共享汽车仅需

38元，而出租车不堵车也至少 65元以上。

门槛低也是共享汽车吸引大学生的

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品体

验，用支付宝就可以免押金。 另外，“随时

租、随时还”也是重要“卖点” 。

随着用户对优质内容需求的提

升，部分视频、音乐类应用均采用免

费＋付费搭配的服务模式，其中付费

用户数量呈现年年攀升态势。 2017

年，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主要视

频网站付费会员数量均超过

２０００

万， 我国视频付费用户已经超过 1

亿。 相关专家认为，面对庞大的付费

市场，不应让原本公开透明的“显规

则” 变成了“藏头露尾” 的“潜规

则” 。

“一些

APP

以不明显的方式提

示消费者同意自动续费的服务条款，

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 ”北京京师律

师事务所律师左胜高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

了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在经营活动

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

提请消费者注意，否则是对消费者充

分知情权的一种侵害。 ”

左胜高建议，互联网企业在付费

问题上，尤其是涉及商品或服务的费

用、履行期限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内容，应当使用与其他文字颜

色、大小相同的字体，并放置于显著

位置。此外，相关协议不应“默认”被

勾选，而是设置程序让消费者完整阅

读，独立做出选择。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惠民说， 手机

APP

在付费充值中

“玩套路” ， 其实是在利用消费者的

信息弱势地位， 达到误导消费目的。

工商、网信等部门要承担起监管的主

体责任， 加大检查频率和惩处力度，

同时建立起“黑名单” 制度，将多次

违规、 整改不力的企业列入 “黑名

单” ，定期向社会公布。

同时，消费者在开通会员时也要

看清条款内容。一旦遇到自动续费陷

阱，要多收集证据，及时与服务提供

方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可向工

商、消协等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法

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电

本想只开通一个月会员，却在第二个月被自动扣费；想解除自动续费，找了半天也不知

道如何取消……时下，手机应用付费市场火爆，不少用户吐槽一些手机

ＡＰＰ

的会员充值服

务玩起了“猫腻” ，用户购买的包月服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自动扣费，让本来的自愿

选择，变成了“被动续费” 。

“就开了一个月会员，结果

下个月被扣了钱， 打电话咨询客

服才知道是自动续费。 ” 济南市

民孙祺告诉记者， 虽然一个月会

员也就 10 几元钱，但她对何时同

意开通自动续费完全没有印象。

“本来想体验一把会员待遇，

点击付费后才想起来， 好像不起

眼的地方有个自动续费选项被默

认勾选了，回头一看果然‘中招’

了。 ”威海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

自己在某款视频

APP

上开通会

员时，选择了系统默认的选项，结

果发现自己购买的是自动续费套

餐。“想取消自动续费，程序比开

通时繁琐多了。 ”

业内人士透露， 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付费服务中， 用户在

开通会员时，系统会“默认” 帮用

户勾选自动续费， 并用较小的字

号标记出来，如果不仔细看，根本

就浑然不觉。 很多用户即使后期

发现，但由于退订程序复杂、扣费

金额不高等原因， 不一定马上取

消，很多手机

APP

通过这种方式

谋利。

记者对多款

APP

进行了测

试。在大多数常用软件中，付费页

面均有选择自动续费连续包月选

项和单独包月选项， 两个选项并

列。但在爱奇艺、饿了么等应用的

会员充值界面， 系统默认选择的

是连续包月套餐，在套餐下方，写

着一行字号较小、 字体颜色偏淡

的话：“首月到期后，则会自动续

费。 ” 如果不仔细看，很难注意

到。

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都

曾遇到自动续费问题，很多人

都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消费

陷阱。 在有关自动续费的问题

上，一些

APP

的“套路” 是这

样“玩” 的。

套路一：“免费试用” 不

免费。 苹果应用商店中一款拍

照

APP

，在首页打着“解锁更

高级功能———点击免费试用”

的幌子，用户点击进去却被要

求开通包月服务。 原来，所谓

的“免费试用” 是先购买每月

的包月服务，然后才能获得赠

送的“７天免费”会员服务。

套路二： 充值优惠 “代

价”不小。 在一些

APP

的页面

顶部，常出现“一分钱体验 7

天会员”“5 块钱充值一个月

会员” 等诱人标语。 但消费者

充值后，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连续遭遇扣费。 对于此类活

动，部分

APP

往往在诱导性标

语和图案上， 使用夸张的字

号， 但在活动宣传页的某个

“角落” ，“悄悄” 标注“1 分

钱体验会员将尊享连续包月

会员特权，自动加入连续包月

计划” 等协议，用户只要付费

就相当于同意了协议条款。

套路三：“自动续费” 成

了唯一选项。 记者用苹果手机

充值某微博会员时，充值界面

只有 4 个套餐，分别是“连续

包年”“连续包半年”“连续

包季”“连续包月” ，在套餐下

方的小字自动续费声明中，写

着“如需取消续订，请在当前

订阅周期到期前 24 小时，手

动在相关设置管理中关闭自

动续费功能。 ” 用户在充值界

面没有单独包月或包年选项，

一旦选择充值，只能选择自动

续费。

自动续费“套路” 多

APP“主动”

帮用户选择自动续费

加强监管

让自动续费成“显规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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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史上

最贵 iPhone诞生

开学季

共享汽车火了

核心提示

9 月 10 日，阿里巴巴创始人

马云宣布将卸任董事局主席一

职。 消息一出， 立刻在市场上发

酵，阿里巴巴股价持续下跌，当天

跌幅达到 3.7

%

，

较前一交易日，

阿里巴巴的市值蒸发约 155.8 亿

美元， 马云的辞职计划也一度被

戏称为史上最贵的辞职。

截至 9月 11日， 阿里巴巴收

盘价为 157.46美元，自上市以来，

飙升一倍。而阿里的市值也从当初

IPO估值的 1550亿美元到今天的

4081.65亿美元。 马云最新的身家

为 261.2亿美元，相比高峰时缩水

了近百亿，今年以来，截至发稿日，

下跌 25亿美元左右。

实际上， 身家缩水的不止马

云， 今年

BATJ

四巨头的股票都

呈现颇大幅度的调整。

由于今年业绩不及预期，主

营业务游戏受到监管影响， 腾讯

控股的股价也大打折扣。 今年 1

月 29日，腾讯的股价达到了历史

新高的 475.6 港元之后， 便一直

呈现单边下跌的趋势。 9 月 11

日， 腾讯在盘中的股价一度跌至

每股 307.2 港元，触及 13 个月以

来的股价最低点。与此同时，腾讯

控股的市值也跌破了 3 万亿港

元， 目前腾讯控股的最新市值为

2.94 万亿港元， 与高点相比，市

值蒸发 1.6万亿港元。

腾讯控股的连续下跌， 使得

马化腾的身家也在不断缩水，相

比年初缩水 800 亿港元 （约

101.9 美元） 至 2528.88 亿港元

（约 322.2亿美元）。

此外， 京东的情况也不甚理

想，由于负面消息，年内跌幅达到

34.

6%

，

相比高点几乎腰斩，京东

的市值目前只有 391.79 美元，其

董事长刘强东的身家也缩水 32

亿美元左右。

百度相对表现稳定， 跌幅最

小，年内下跌 7.73

%

，

最新市值为

756.58 亿美元，掌门人李彦宏的

身家为 120 亿美元左右， 年内缩

水 9.3亿美元。

据统计， 今年

BATJ

的掌门

人李彦宏、马云、马化腾、刘强东

四人年内身家缩水达到 170 亿美

元左右。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BATJ掌门人

身家缩水 170 亿美元

iPhone� XS� Max512GB 高配版

售价高达 12799 元

据《北京晨报》消息 11 日，华夏基金

发布公告称，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

提前结束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的募集，9

月 11日为本基金最后认购日， 自 2018 年

9 月 12 日（含当日）起本基金不再接受投

资者的认购申请。

华夏养老目标日期 2040 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已获中国证监会

2018年 8月 3日证监许可，本基金自 2018

年 8 月 28 日至 2018 年 9 月 17 日通过基

金份额发售机构公开发售。 募集期限不超

过 3个月。

今年以来股价遭遇调整———

每年的九十月份是大闸蟹

最肥美鲜香的时候， 而最受人

们喜爱的无疑当属阳澄湖的大

闸蟹。 不同于一般的螃蟹，阳澄

湖大闸蟹每年只有 “开湖” 后

才能在市场上买到。

今年， 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协会公布的 “开湖” 时间为 9

月 21日。 虽然距阳澄湖大闸蟹

上市还有一段时间， 但记者了

解到， 与之相关的 “预售券”

“订购券” 已在电商平台上火

热开售。 这些券能买到真正的

阳澄湖大闸蟹吗？

记者在淘宝上搜索 “阳澄

湖大闸蟹提货券” ，结果显示出

上百家店铺。 其中，“星农联

合” 和“阳澄联合” 的月销量均

已经超万件， 两家店铺的主页

顶部都标注有 “阳澄湖大闸蟹

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

记者发现， 店铺中大闸蟹

的预售价格要大大低于市场价

格。以“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

共 8 只” 为例，两家店铺标注的

原价都在 2000 元左右，但最终

都以“促销价” 298元成交。

“2017 年，据全国河蟹市

场统计，大闸蟹总营销额为 778

亿元。 其中，阳澄湖大闸蟹约为

300 亿元，占比 40%。 但去年阳

澄湖大闸蟹的真实产量为 1600

吨左右，差不多只有 3 亿元。 ”

海淀区苏州街的阳澄湖大闸蟹

直营店店长表示， 目前市场上

99

%

的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冒牌

货， 因此其价格会远低于市场

价。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

协会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目前

阳澄湖大闸蟹还未上市， 市面

上售卖的任何阳澄湖大闸蟹目

前均为假冒。

近年来， 我国多地均开始

进行大量河蟹养殖， 以江苏为

例， 除阳澄湖大闸蟹外， 太湖

蟹、固城湖蟹、大纵湖蟹等亦逐

渐进入消费者视野。 一些业内

人士建议， 随着优质农产品供

给侧改革的深入， 消费者宜理

性消费，多元选择，不必一味盲

目跟风。 据《工人日报》

原价 2000元，“促销” 只卖 298元———

99%阳澄湖大闸蟹

都是冒牌货？

自动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