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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万元即可弹 100 万次！

“霸屏”弹窗广告谁来管？

广告

今年的“双十一”，阿里、京
东、苏宁等电商巨头纷纷推出特
价房源，包括学区房、地铁房和
景区房等。这些房源有联动开发
商的新房、特价房，也有来自法
院司法拍卖的房子。这些房源往

往价格较低，但也存在产品有不
足或手续不全、 不能贷款等风
险。消费者在网上购房时应特别
谨慎， 要全面了解房源信息，了
解相关的政策规定，仔细确认合
同约定，确保安全放心。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钢，通讯员彭勇、吴
子颖、印强报道：“双十一”到来前夕，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7 日通报，近五年来广州地区
网购纠纷案中，接近一半涉及虚假宣传或价
格欺诈。

据法院通报，近五年，广州市两级法院
共受理 5782 件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涉
及虚假宣传或价格欺诈的占比 43.6%，涉及
产品质量的占比 14.5%。

法院通报典型案例显示， 何某于 2017
年 9 月 23 日在张某经营的网络店铺中购买
了一款增高产品 12 瓶，单价 198 元，共花费
2376 元。 何某收货后发现，自己买的产品是
没有经销商及联系方式、也没有质量合格证
明的“三无产品”， 就连进口报关单也是伪
造。 诉讼中，张某也未提供证据证实产品来
源和合格证明。 法院判决认为，张某向何某
销售涉案产品的行为构成欺诈，张某退还货
款 2376 元并支付三倍赔偿金 7128 元。

另一起典型案例中， 陈某自 2014 年起
在某网络店铺中购买“杀鸡牌”系列产品和
其他产品， 导致其患上激素依赖性皮炎，经
多次治疗未治愈。 2017 年，广州市南沙区人
民法院认定被告该商铺经营者在未取得化
妆品生产相关资质的情况下，从市面上购买
氯霉素、百炎净等原料进行搅拌、灌装后贴
上“杀鸡牌”标签进行销售，判决被告犯生
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告向陈某返还 1200
元产品价格并赔偿十倍价款 12000 元，同时
支付医疗费、 交通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1425.2 元。

法院提醒，网购合同纠纷案件多使用电
子证据，具有不稳定和可删改性，保存、认定
难度大。 建议消费者在网购时，认真核对产
品说明书及资料， 仔细查看广告宣传内容；
在收取货物后， 将物流单证保存一段时间，
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三年前，一款名为“恋爱保险”
的保险产品在网络走俏———保险公
司承诺只要情侣们在三年后十年内
领结婚证，即可获得万余元赔付。 三
年过去了，对于领证的投保人，保险
公司表示将给予赔付。 不过，记者了
解到，上述“恋爱保险”险种目前均
已在互联网平台下架。

在广州工作的徐先生准备和女
友在 11 月 11 日“光棍节”的那天，
去广州市白云区民政局登记结婚。
在这之前， 徐先生和女朋友分别在
2016 年 3 月 3 日和 2016 年 9 月 24
日，以 199 元和 495 元的价格，购买
了中国人寿和安心保险推出的“恋
爱保险”。 根据合同，领证后的徐先
生将获得总共两万余元的赔付。

“恋爱保险”真的能获赔吗？ 记
者致电徐先生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
后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投保人在
保单生效之日起三年后， 与投保时
指定的心上人登记结婚， 只要提前
一个月通知保险公司， 告知保单号
码和结婚证等信息， 公司就会送上
一万朵玫瑰花， 或者可由投保人自
由选择换成 11314 元现金。 ” 中国
人寿保险北京公司客服表示。 安心
保险客服也表示，如确定登记结婚，
提供保单号和结婚登记证明即可获
得赔付。 记者在微博上查询发现，已
有网友获得过保险公司的赔付。

记者了解到，上述“恋爱保险”
险种目前均已在互联网平台下架，
保险公司客服表示不清楚具体原
因。 记者查询发现， 我国保监会于
2017 年 1 月 1 日发布实施的《财产
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提到，
保险公司不得开发对保险标的不具
有法律上承认合法利益、 承保投机
风险、无实质内容意义、炒作概念的
噱头性产品等 8 类产品。 自此以后，
风行一时的“恋爱保险” 逐渐在互
联网平台上逐渐减少。

弹窗频率高、关闭键过小甚至
形同虚设，这是消费者反映最多的
问题。 很多网民反映，大多数应用
软件均有弹窗广告；有些软件还将
弹窗广告做成了开机启动项，只要
电脑一开机就会跳出来“骚扰”用
户。 更令人恼火的是，这些弹窗广
告或者根本无法关闭，或者关闭键
特别小，几乎难以识别。

值得警惕的是， 一些弹窗广
告还暗含色情、诈骗等内容。记者
发现， 许多弹窗广告以炒股、生
发、药品、女性直播、蜂蜜等为主
要内容，宣传字眼十分夸张。

记者调查发现， 弹窗广告已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记者在百度以“弹窗广告推
广”为搜索词，发现多条弹窗广告
制作及推广的链接。 记者以推广
中药产品为由， 咨询了一家广告
代理公司，工作人员称，可以提供
两种弹窗广告的发布途径： 一种
是与运营商合作， 只要电脑是联
网状态， 打开就能接收到弹窗广
告； 另一种是与软件、 浏览器合
作，在使用某些软件和浏览器时，
屏幕就会弹出广告。

“运营商、软件、浏览器平台
都有用户大数据， 你只要提出广
告时间段、推广地区、目标受众、

产品定位 ， 我们就可以提供服
务。 ”客服人员表示，若是运营商
弹窗广告， 价位是 2 万元发送
100 万次弹窗，量越大成本越低。

随后，记者又以同样理由，线
上咨询了另外一家广告代理公
司。 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公司的
弹窗广告业务是与某浏览器平台
合作，按受众点击量收费，每次点
击的收费标准为 0.1 元至 0.3 元。

“我们可以针对目标人群精准推
广，年龄范围、时间范围、地理范
围都可以由您自己设定。 ”

一名网络浏览器研发人员透
露：“为满足一些广告主提出的

‘精准广告’需求，我们就通过搜
集、分析消费者上网浏览痕迹，制
作精准客户画像进行推送。 ”

某知名搜索服务提供商提供
的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前夕，
电商行业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量比
平时增加了两到三倍。

针对商品被浏览后相关链接
不断弹出的问题，记者电话咨询了
某电商平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
示，他们与各浏览器开发公司都有
合作， 由对方平台来做广告推广。
“每日广告点击量达到一定数额，
我们便会支付相应广告费；至于如
何推广，不是由我们公司负责。 ”

“双十一”临
近，很多消费者打
开电脑发现，各类
花花绿绿的弹窗广告扑面而
来，让人眼花缭乱，想关掉却
无处下手……

记者调查发现，“霸屏”的网络
弹窗广告不仅影响用户工作效率，
还可能存在侵犯用户隐私、暗含违
法信息等问题，亟待加强监管。

虚假宣传与价格欺诈
是“重灾区”

广州发布网购纠纷典型案例：

提示

广东省市场监管局、 广东省
消委会联合发布“双十一”网购消
费提示

拼团链接或有病毒
网红直播不可全信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通讯员粤市监、粤消委报
道：一年一度的“双十一”网络购物促销高峰即将来临，
各大电商纷纷推出了各类新式玩法和促销活动， 激发
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怎样才能摆脱套路、买得放心？ 广
东省市场监管局、 广东省消委会联合向消费者发出消
费提示，并将在 201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0 日期间
设置“双十一”投诉专线（专线号码：020-85597315）。

部分消费提示：

目前 ，微信朋友圈 、群购
物 、海外代购等微商交易方式
兴起 ，但由于监管制度 、手段
不健全 ，如果消费者在身份信
息不真实的网店或者微商购

买了商品 ，往往会给售后维权
留下隐患 。 此外 ，购物群或广
告短信推送的交易 、拼团链接
可能含有木马病毒 ，有个人信
息泄漏和资金被盗的风险。

消费者应仔细阅 读 平 台
网站和商家的优惠规则 ，了解
红包 、积分及优惠券适用的商

品范围和时效 ，付款前仔细核
对优惠价格 ，避免因不了解促
销规则而发生消费纠纷。

建议消费者不盲目相信网
红、测评直播带货，不只要关注
网红直播带货的“全网最低价”，

更应以产品质量为主要考虑因
素，从产品参数、用户评价等方
式多角度考量是否购买产品。

不少平台为鼓励消费者
使用消费信贷付款给出了 “支
付随机减 ” “支付立减 ” 等优
惠 ，还有些平台在消费者不知
情的情况下将消费信贷作为
默认支付方式 ，容易诱导消费
者过度消费 ， 产生逾期还款 、

额外承担分期手续费等风险 。
建议消费者在选择消费信贷
时 ，仔细阅读相关合同条款及
具体还款事宜 ，在支付时看清
支付方式 ，避免因逾期还款或
分期消费而产生高额利息 ，影
响个人信用记录。

购物途径选正规，网购风险要防范

促销规则花样多，理性消费最重要

网红直播不全信，产品质量第一位

量入为出适度买，谨慎选择消费贷

电商巨头齐卖房 线上捡漏当心点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宋昀潇

恋爱保险的赔付
算个人财产

还是共同财产？
据了解， 在上述案例中，徐

先生作为投保人购买的“恋爱保
险”，其受益人为女友。 那么，恋
爱保险产生的相关赔付究竟算个
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 广东杰海
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姣燕表示，假
设 B 女士为被保险人，针对附加
险获得的玫瑰花折价现金，并非
因人身受到伤害获得赔付，而是
建立在二人在三年后十年内登记
结婚的条件基础上获得的赔付，
因此不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而
应当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如今保险险种五花八门，如
“雾霾险”“高温险”等，顾姣燕提
示，普通人在选择的时候，首先应
当区分保险的险种，在投保时，一
定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 尤其是
赔付条款的约定内容， 确定理解
无误后再签字购买。 “还要综合考
虑自身的需求、目的，还有该保险
的具体设置和赔付条件， 不要被
保险的名称所误导”。

（徐振天 宋昀潇）

答疑？

花 2 万元即可弹窗 100 万次

我国广告法第 44 条明确规
定，“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
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
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
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
保一键关闭”。 近年来，相关部门
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
动，并取得一定效果。 但是，弹窗
广告过多过滥的问题， 像牛皮癣
一样难以根治。

业内专家建议， 应多措并举，
细化相关管理办法，完善公民个人
信息保护制度，多部门联合打击违
法行为，规范网络弹窗广告发展。

今年 5 月，我国《数据安全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
网络运营者不得以改善服务质量、

提升用户体验、 定向推送信息、研
发新产品等为由， 以默认授权、功
能捆绑等形式强迫、误导个人信息
主体同意其收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建议， 可参照国家治理垃
圾短信的措施来加强对弹窗广告
的监管， 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接
收者同意或者请求， 不得向其发
送弹窗广告； 接收者同意后又明
确表示拒绝接收弹窗广告的，应
当停止向其发送。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
教授王云飞建议， 完善网络广告
管理办法，对弹窗广告播出时间、
间隔时间、播放内容加以明确。

（新华社）

弹窗广告谁来管？ 怎么管？

2025 年前加速发展
结合南站地区城市更新、综合交通

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推进进度，南站地
区产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战 略 启 动 期 为 2019 年 到 2020
年。 推进核心区及东南谢村片区储备
用地出让、产业引入及项目建设，启动
外围片区旧村、村级工业园改造和土地
收储、整备。 统筹推进各功能片区基础
设施建设，初步建成完善齐全、保障有
力的基础设施服务网。 引进一批总部
企业，推动一批高质高新产业项目落地
建设，产业发展空间框架基本形成。

加 速 发 展 期 从 2020 年 到 2025
年。 枢纽核心区重点项目全面建成投
入使用，实现交通、产业、城市融合发
展。 培育发展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
力的优势企业，形成若干个优势产业集
群，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水平大幅提升， 枢纽经济发展成效显
著。

将建广州南站国际医疗中心
《规划》提出，按照高铁枢纽圈层发

展规律和相对集中、 联动发展要求，基
于地区产业发展现状，南站地区将着力
构建总部经济与商务服务、总部经济与
专业服务、生物医药与健康、人工智能
与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岭南文
化创意等六大产业组团。

记者注意到，《规划》中对于如何发
展总部经济和商务服务业、生物医药与
健康产业已经有了明确的指引。即策划
打造枢纽核心区世贸小镇、专业服务业
大楼及谢村片区的广州南站国际医疗
中心、穗港澳国际健康产业城（番禺园
区 ）项目。 其中，富有港澳元素的专业
服务业大楼将积极吸引港澳地区知名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及金融、咨
询、人力资源等领域的专业机构在南站
片区设立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等分
支机构。

此外，《规划》明确，优先启动枢纽
核心区和谢村片区的土地储备、更新改
造和村民安置房建设工作 ， 争取在
2019 年基本完成征拆协议签署。 谢村
片区储备用地出让（生物医药 ）最快将
在 2020 年启动，这也意味着该片区也
有望最先看到具体的产业项目拿地进
驻。

而根据记者查阅相关资料， 中日生
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已经基本确定落户在
广州南站。 该产业园由日本京都大学创
新资本和广州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中日两国组织建设， 主要作为承接日
本进入中国的创新药、 汉方药、 医疗器
械、 国际合作医院、 两国科学家交流中
心、 企业孵化器等中日两国在生命科学
领域合作的载体。 它的规格非常高，是
2018 年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合作论坛上
共同见证签署的两国 52 个重点合作项
目之一， 也是中日两国在大健康产业领
域的第一个国家级合作物理空间。

广州南站地区产业发展规划出台

建世界一流火车站
六大产业组团撑起国际化高端商务区

羊城晚报讯 记者
赵燕华报道：6 年后，
广州南站要建成世界
一流火车站，打造面向
全球的国际化高端商
务区，为广州建设国际
大都市、广州－佛山建
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极点提供重要支撑。 11
月 6 日，广州市发改委
公布的《广州南站地区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9-2025）》 （ 以 下
简称 《规划 》），将使广州南站与周边
地区形成有机联系，从交通集散枢纽
向粤港澳大湾区高端要素全球配置
的门户枢纽转型，从商务办公集聚区
向引领广州创新发展的创新价值园
区集聚区转型。

此次南站规划范围涉及 6 个街
镇、19 个行政村， 占地面积 36.2 平
方公里。 其中核心区占地面积约 4.5
平方公里。

199 元买的“恋爱险”
三年后真获赔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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