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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汉堡、同样的套餐，外
卖却比店内堂食的售价贵出几元
钱？日前，一网友发微博称，某国
际连锁餐饮品牌外卖端的套餐销
售价格，最高比店内贵了11元。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市场发
现，“外卖商品定价高于堂食”并
不鲜见。那么，商家这一行为是否
符合相关规定呢？

【调查】差价现象并不鲜见

7月29日，正值午餐高峰，
i � city美好生活中心内，不时可以
看到各个外卖平台的配送小哥取
货的忙碌身影。 三湘都市报对该
购物中心内的十余家餐饮商家进
行走访发现， 味上肉炒肉、 秦九
和、 麓小馆等商家店内与外卖价
格保持一致，而上山打卤、伍厚德
堂的部分菜品则存在差价。

以各类米粉为主要餐品的上
山打卤店内招牌上， 霸王酸辣粉
的售价明示为每份10元， 外卖平
台上售价则为每份12元； 在伍厚
德堂的菜单上， 两根起点的招牌
孜然寸骨售价为每根12元， 外卖
售价为每根12.9元。 而在奥克斯
广场的大官米线店内， 红烧牛肉
过桥米线线上售价38元， 比实体
店贵6元。

数元差价不仅出现在入驻各
大购物中心的连锁卖家， 一些个
体餐饮小店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商家】需摊入驻平台成本

不需占用店内座位， 也不用
服务员提供服务， 在外卖平台上

所购买的商品价格却比店内还
高，究竟是何原因？

对此，统桶发卤粉王店主表
示，因店铺通过外卖平台上销售
的产品需要给平台缴纳一定的
额外费用，“为了保持利润，只有
提高价格。”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
这家小店内看到，数平方米的门
店仅有3个店内座位， 大部分消
费者为自行前来“打包、带走”。
而大官米线的店员表示，造成差
价的具体原因并不清楚，“可能
是商家也要承担配送费，就算在
一起了。”

也有商家同样表示，入驻平
台的骑手以及平台均“要赚钱”，
提高商品售价便成为了“自然而
然”的事情。

【消委】并不违法，但需明示

那么， 商家的这种行为究竟
是否符合相关的行业规定呢？湖
南省消费者委员会秘书长吴卫在
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由于商家的市场行为属于市
场调节价， 作为经营者是可以根
据市场竞争的关系来调整经营方
式和自主定价的。

吴卫说， 只要商家的定价并
不属于“暴利”，那么在不同的销
售渠道定价不同就并不违反国家
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过，她也
强调，不管在实体还是线上，商家
都必须标注产品的规格和售价并
明示消费者，以确保消费者在“知
情”的情况下进行选择和消费。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赵瞳铱

看新闻可以赚现金， 刷视
频可以拿红包，甚至聊天打字、
走路跑步也可以赚钱……现
在， 一批声称使用就能赚钱的
手机APP， 频繁在网络上打广
告，吸引大量用户下载安装。记
者调查发现， 此类APP多数涉
嫌夸大宣传， 承诺的高额回报
往往无法兑现； 鼓励用户拉人
头发展下线的模式，引发质疑。

38元红包实为6000“金币”
无法提现，收益不到1块钱

山东潍坊市民朱娴告诉记
者，不少打着看新闻、看视频、走
路能赚钱的APP广告，在短视频
平台、微信群中频繁出现，声称
有诱人的收益，吸引人下载。

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测
试发现， 浏览五六个短视频就
会出现一则广告，宣称“赚钱”
的APP广告出现频率很高。

在一款名为“种子视频”、
号称“看视频能赚钱” 的APP
上，首页“新人红包”写着“打开
得38元， 红包可立即提现”。点
击打开红包后却弹出另一则
“收益通知”， 告知记者获得
6000“金币”。记者进入收益页
面后看到， 不仅承诺的38元现
金没有，6000“金币”也无法提
现。根据提示，想提现必须继续
看视频，所谓6000“金币”的实
际收益不到1块钱。

济南市民陈思告诉记者，
她之前曾下载过“趣输入”“趣
步”等APP，前者宣称手机打字
可以“赚钱”，而后者则宣称走路
可以“赚钱”。但在实际使用中，
这些APP会不断弹出广告，并提
示自己领“金币”、邀请好友。“我
没有按提示去做， 使用了一个
月，几乎没任何收益。”陈思说。

发展下线拉人头
内容涉赌博色情等

记者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
打着“赚钱”噱头的APP，都以
各种高额奖励鼓励用户发展
下线，吸纳更多使用者。例如，
宣称走路能赚钱的APP“趣
步”， 将拉人头数量与用户等
级和收益挂钩，如果下线多发
展1个人， 上线的推广活跃度
就增加0.05， 而推广活跃度直

接影响最终收益。“趣步”用户
孙晓（化名）说，根据发展用户
数量的不同，“趣步”把用户分
成一星达人、二星达人、三星
达人等级别，每级有高低不等
的分成奖励。

记者调查发现， 几乎所有
宣称“赚钱”的APP，均包含浏
览资讯版块，而所谓的“新闻资
讯”，大多是垃圾信息。在“种子
视频”“微鲤看看”等APP上，内
容多为打色情擦边球、 涉嫌宣
传赌博信息的广告。

业内人士表示，所谓“赚钱”
的平台，大多含有大量广告和八
卦、猎奇信息，平台用这些垃圾
内容获取点击量，赚取利益。

开始专项整治
倒逼平台加强审核

中央网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各类APP上的涉嫌赌博、打
色情擦边球等内容， 不符合现
行监管规定， 一旦发现将严肃
查处。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已
对“赚钱”APP进行整治。6月，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约谈趣头
条、惠头条等曾宣称“看新闻能
赚钱”的资讯类平台，要求相关
企业加强广告发布前审查把
关，杜绝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同
时提醒消费者， 不要轻信此类
玩手机、 刷微信轻松赚钱的广
告，以免上当受骗。

记者发现， 针对拉人头发
展下线这一现象仍缺少有效监
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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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 有拉人头发展下线功能的
APP有很多，监管机构应尽快对
此类行为进行规范。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
授洪涛说， 建议加大对相关
APP不规范行为的处罚力度，
倒逼平台加强广告审核， 规范
自身行为。此外，公安、市场监
管等部门还要加强对这类平台
的运营资金监管， 防止平台出
现“跑路”现象，损害用户权益。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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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瑞信文体产业
超额回报达118%

A08 调查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编辑/王卉珍 图编/言琼 美编/叶海琳 校对/黄蓉

刷视频、走路就能“赚钱”？别信了！
真相：此类赚钱APP多数涉嫌夸大宣传，鼓励用户拉人头，内容涉赌博色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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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客户苏女士孩
子不幸被确诊急性B淋巴细胞
白血病，平安理赔人员得知后立
即前往医院主动收集理赔资料，
并通过“重疾先赔”通道提交申
请，次日理赔款就到了苏女士账
户。平安“重疾先赔”服务如绝渡
之舟为客户带去心安，更让客户
感受到了平安温度。

自推出“重疾先赔”服务以
来，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始终
以主动服务客户为宗旨， 让广
大湖南客户享受到了平安更人
性化、更快捷、更有温度的重疾
理赔服务。未来，平安人寿湖南
分公司将秉承“更有温度的理
赔”服务理念，持续服务平安的
每一位客户。 ■通讯员 刘昊思

近期，“核心资产” 成为投
资热词，“核心资产”指的是真
正具备竞争力、有成长性、有龙
头地位的公司。 例如工银瑞信
文体产业基金， 主要投资于文
体产业中具有长期稳定成长性
的上市公司。 从其历史持仓可
以看出， 工银文体产业近年来
重仓持有的股票主要是具备高
稳定性、 高ROE的行业龙头公
司。对核心资产的精准把握，使
得工银文体产业成为行业主题
基金中的“核心基金”。Wind数
据显示，2016年-2018年，工银
文体产业连续三年显著跑赢业
绩比较基准， 超额回报分别达
40.23%、40.43%及18.27%。截
至7月23日，工银文体产业成立
以来净值累计上涨68.04%，累
计超额回报高达117.96%，年化
收益15.66%， 在151只股票型
基金中位居前3。

平安“重疾先赔”
雪中送炭暖人心

同店同产品，外卖比堂食贵？
消委：并不违法，但需明示

7月29日，上山打卤店头公示的餐品价格较该品牌外卖平台少2元。
实习生 彭格欣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