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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 APP 自动续费
“套路”多
加强监管莫让收费“藏头露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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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监管让自动续费成
“显规则”

APP
“主动”
帮用户选择自动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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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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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图片

自动续费
“套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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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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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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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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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济南 9 月 13 日电

99%阳澄湖大闸蟹是冒牌货？
礼券套路多
俗话说“九雌十雄”，每年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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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阳澄湖大闸蟹都是冒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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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江苏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会
长杨维龙介绍说，前几年，阳澄湖大闸
蟹的产量基本维持在 2000 吨左右，但
这几年由于拆除围网、保护环境等原
因，产量基本稳定在 1500 吨左右。
因产量有限，网上热销的各类“提
蟹券”并不能保证是正品。即便是正
品，
“提现”时也未必有保障。

外地蟹穿上阳澄湖
“马甲”
阳澄湖大闸蟹堪称行业内的“头
牌”，但由于标准的缺失和市场对产地
的盲目追求，使得山寨阳澄湖大闸蟹
——“洗澡蟹”
屡禁不止。
所谓“洗澡蟹”，指的是一些不法
蟹农和商家在阳澄湖开湖前，将塘蟹、

提正品难
稻田蟹等外地蟹放入阳澄湖中“住”一
段时间，有的还会用洗蟹粉给这些螃
蟹“洗澡”。这些“洗澡蟹”随后便被贴
上了阳澄湖大闸蟹的标签，
“ 身价”瞬
间暴涨好几倍。
“现在有的商家现在连‘洗澡’都
省了，直接装箱上防伪锁扣，价格翻两
三倍很正常。”一位从事阳澄湖大闸蟹
销售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
据了解，为防止假冒、保护品牌，
苏州市质监局会向经过认证的养殖户
及经销商发放大闸蟹防伪锁扣，这是
检验大闸蟹是否出自阳澄湖的一个重
要标志。今年的防伪锁扣预计到 9 月
21 日才会发放。然而，
记者近日走访发
现，
北京一些水产批发市场的阳澄湖大
闸蟹已经戴上了所谓的防伪锁扣。
防伪锁扣，还没真正发挥防伪功
能，自己却先遭遇到被伪造的命运。
记者从一家水产市场的商家处了解
到，这些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防伪锁
扣，
在网上就能买到。

认准品牌，理性消费
“购买阳澄湖大闸蟹或蟹券时，要

有选择地购买，认准品牌，价格过于便
宜很难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苏
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计量处处长劳伟梁
提醒消费者，大闸蟹市场鱼龙混杂，要
想买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不能
抱有贪小便宜的心理。
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工
作人员明确表示，阳澄湖大闸蟹捕捞
都有统一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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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商平台一般都有完善的用户评
论机制，
购买大闸蟹时能否靠商品评论
来判断真假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有的电商会投几百万元在广告和刷单
上，
靠刷单的高销量来吸引消费者。如
果因消费者的投诉较多而导致信誉度
降低，那就重新换个招牌，继续刷销
量。
”
上述阳澄湖大闸蟹直营店店长说。
近年来，我国多地均开始进行大
量河蟹养殖，并打造区域品牌，走向
全国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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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