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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邵鲁文 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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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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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也就十几元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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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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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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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监管让自动续费成为“显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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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APP自动续费“套路”多，加强监管莫让收费“藏头露尾”

邵阳日报记者 戴进 通讯员 聂红梅

9月8日上午，引人瞩目的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成年
组）足球比赛决出了冠亚军。在颁奖仪式中，狂风暴雨突然
来袭，瞬间淋湿了承担颁奖仪式礼仪服务志愿者们单薄的礼
服。志愿者们训练有素，处乱不惊，依然仪态端庄面露微笑，
从容完成了颁奖仪式。志愿者们的专业表现，得到了颁奖嘉
宾、运动员、教练员及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誉，盛赞礼仪队员们
能吃苦、敢担当，是邵阳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崭新名片。

邵阳礼仪文化协会承担着第十三届省运会（成年组）嘉
宾引领、随车解说、颁奖典礼等礼仪志愿服务任务。在时间
短、任务重、要求高的情况下，邵阳礼仪文化协会积极应对、
认真组织，面向社会招募35名思想品德好、专业素质高、有
担当、乐奉献的优秀志愿者，对他们在仪容、仪态、形体、手
势、演讲等方面进行集中强化培训。

来自不同行业的志愿者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训练
认真、刻苦、努力，脸僵了、手臂酸了、脚出血泡了，但没一个人
有怨言。为了甜美微笑，她们口含竹筷；为了站姿挺拔，她们
头顶书籍；为了手势优美，她们拉线训练；为了行走优雅，她们
不畏脚板磨出血泡；为了熟悉路线，她们不惧烈日；为了让运
动员、教练员了解邵阳的历史文化，她们白天高强度、长时间
进行形体训练，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在床上背诵解说词。

汗水培育了礼仪之花的美丽绽放。作为为随车解说、
嘉宾引领和颁奖提供礼仪服务的她们，在整个运动会期间
服从调度，听从指挥。她们牢记每一个比赛场次和比赛场
馆，牢记每一位参赛运动员和颁奖嘉宾的名字，准确无误地
完成各场次的嘉宾接待和颁奖任务。邵阳礼仪协会的志愿
者们用责任和使命，出色完成了各种形式的礼仪接待工作，
没有出现一丝纰漏。

“能够成为省运会志愿者，为省运会服务，为邵阳增光
添彩，我们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这是志愿者李华的心声，
也是邵阳市礼仪文化协会和35名礼仪志愿者共同的心声。

礼仪之花 美丽绽放

步入求职季，很多人在应聘时会看到企业的招聘简章
上写着“五险二金”，这个比通行的“五险一金”多出来的“一
金”便是企业年金。那么企业年金该如何缴纳？对职工又
有哪些影响？

问：建立企业年金有何益处？
主持人：对于很多企业职工来说，相对于基本养老金而

言，“企业年金”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这是因为企业年
金是企业自愿选择的一种补充性养老保险制度，并非强制
参保。对企业来说，建立企业年金，有利于完善职工薪酬体
系，展现企业良好文化、增强人才吸引力；对职工来说，政府
建立的基本养老保险作为第一支柱，对职工个人退休以后
的养老保障水平有限。参加企业年金，有利于在基本养老
保险基础上，另外增加一份养老积累，进一步提高退休后的
收入水平。

问：企业年金如何缴纳？
主持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印发的《企业

年金办法》规定，企业年金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共同
缴纳。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8%，企
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12%。具体所需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一方协商确定。企业
可根据职工岗位、责任和贡献等不同，在分配企业缴费时存
在一定的区别，体现企业年金的激励作用。同时，也应兼顾
公平、控制差距，企业当期缴费计入职工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的最高额不得超过平均额的5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年金实行完全积累，会为每个参加
企业年金的职工建立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该账户下设企业
缴费子账户和个人缴费子账户，分别记录企业缴费分配给
个人的部分及其投资收益，以及本人缴费及其投资收益。

问：如果跳槽了，企业年金该如何处理？
主持人：职工变动工作单位，如果新单位已经建立企业

年金或者职业年金，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权益应当随同转
入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新单位没有建立企
业年金或者职业年金，也不必担心。原企业年金个人账户
可以暂时由原管理机构继续管理，也可以由法人受托机构
发起的集合计划设置保留账户暂时管理。原受托人是企业
年金理事会的，由企业与职工协商选择法人受托机构管理。

此外，如果企业因经营不善等原因暂时无力缴纳企业
年金，经与职工一方协商，可以中止缴费。不能继续缴费的
情况消失后，企业和职工恢复缴费，并可以根据本企业实际
情况，按照中止缴费时的企业年金方案予以补缴，补缴的年
限和金额不得超过实际中止的年限和金额。

（据《经济日报》）

求职季，企业年金知识请收好
主持人 韩秉志

经济日报记者 姜天骄

国家电影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
174 亿元，较去年增加 11 亿元，同比增长
6.8%，这一数字创下同期票房新高。

近年来，我国电影市场不断创造票房
奇迹——2017 年电影票房破 559 亿元，成
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2018年上半年我
国电影票房就已经达314亿元。对此，清华
大学教授尹鸿认为，2018年中国有望成为
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

“破纪录成为2018年中国电影市场的
关键词，更多高质量电影产品开始加速涌
现。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增长就得益于国
产影片集体发力，《我不是药神》《西虹市首
富》《一出好戏》等爆款影片均贡献了较高
票房。”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说。

相关专家表示，我国电影市场稳健增
长表明大众对电影消费有着旺盛需求。从
去年火爆银幕的《战狼2》到今年话题感十
足的《我不是药神》，这些制作水准过硬的
影片一上映就纷纷创造票房佳绩，可见人

们更愿意为优质文化内容埋单。
同时，院线建设的持续增长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大众对电影有较强消费需求。据统
计，2017年全国49条院线共新增影院1435
家，影院总量达9446家；新增银幕9597块，
总银幕数达50776块，稳居全球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消费群体虽
然不进入影院，但仍然在其他媒介以视听
形式消费电影产品或相关产品。他们会玩
与电影IP有关的网络游戏、参观电影主题
公园、购买与电影有关的服装、玩具、海报、
原声带等。专家认为，随着电影业与其他媒
介产业的融合，非影院消费者的消费比例
和消费数额预期将呈现大幅度上扬态势，
将成为全球性的电影消费发展潮流。

国际经验显示，人均GDP从800美元跃
升到3000美元将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获得
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居民消费更
新换代、休闲娱乐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

对于新一代消费群体来说，消费不再只
是一个经济实用的过程，而是一个寻求自我
和个性化的过程。因此，新一轮消费升级浪
潮，体现在电影产业上，是对观影场所的专业

性、品质感和个性化需求更为突出和强烈。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

高，精品式影院陆续出现，我国自主科技创
新成果在现代化多厅影院建设中得到广泛
应用，中国巨幕在全国140多个城市落地，
总数超过 280 块；中影光峰的 ALPD 激光
放映技术，已在全球8800套数字放映设备
上得到应用。

在视听体验得到满足的同时，人们对
电影的需求也从简单参与到深度体验转
变。近年来，以定制化观影服务为主导的点
播影院越来越普及，青春活力的门店装潢，
各具特色的电影主题式观影厅，还有专门
的“亲子”互动观影区域，吸引了众多年轻
群体，特别是女性消费群体的光顾。

相关专家建议，为进一步满足人们对
于电影消费的品质化、个性化追求，应该改
变目前院线数量过多、部分院线规模过小、
经营管理水平不够高、一些院线的控制力
不强等问题。行业应该遵循电影市场规律，
尊重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实际，鼓励院线
重组整合，做大做强。

在非影院电影消费方面，应该细分
电影消费者的需求，完善中国电影产业
链条，搭建后电影产业平台。作为刚刚起
步发展的中国电影市场，应该充分借鉴
好莱坞市场运作方式和特点，大力开发
中国的后电影市场，提升电影市场新的
增长点。

票房增长潜力大，院线数量保持稳定增长——

我国有望成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

辽宁省人大近日开
展的一项调研显示，教
育部门虽然为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做了很多
工作，但社会上的补课
风愈演愈烈，高额的补
课费用，成为部分辽宁
普 通 家 庭 的 最 大 支
出。

新华社 发
朱慧卿 作

“以分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