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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手机中的各类 APP，已成为人们社
交、购物甚至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应用。但大部
分 APP 在启动的第一时间，使用者并不能直接
进入应用主页，而是会先看到数秒第三方广告，
一些广告还设置各种“套路”诱导使用者点击，
让不少人反感。记者发现，这类广告不仅无法
关闭，在其背后还存在着窃取用户隐私等问题。

频繁且费时 老人最“受伤”

“现在使用手机APP，打开后先等待开屏广告
已经习以为常。”济南市民王云龙说，不管换再好
的手机，APP的打开速度都不会很快，因为总要先
看上几秒的广告。记者测试了多款手机APP，发
现多数有开屏广告。时间长短不一，有的时长为3
秒，有的为5秒，最长的为9秒。“着急的情况下，几
秒钟都觉得格外漫长。”很多网民吐槽。

不少用户反映，在一些 APP 的开屏广告中
还存在各种网贷平台、博彩平台的广告，不小心
点击后就会跳转到注册页面。有的页面连关闭
按钮都没有，必须清理手机后台，彻底关闭APP
才能退出。此外，更让用户难以接受的是，虽然
大多数手机 APP 的开屏广告页面有跳过按钮，
点击后即可跳过广告。但在 APP 的设置页面
内，并没有可以取消开屏广告的选项，这意味着
使用者没有办法彻底关闭开屏广告。

开屏广告对老年人造成的困扰尤其明显。
由于视力老化、手机操作不熟练等原因，一些老
人在打开手机APP后，往往会无意中点击开屏广
告，导致跳转到其他网页中，或下载了某款软件。

“花式”伪装套路用户
窃取用户隐私“没商量”

记者发现，一些 APP 还能够抓取手机用户
在其他 APP 或网页中的搜索和浏览数据，实现
开屏广告的“精准”推送。

记者使用手机进行测试，在某电商软件中
搜索“冰箱”并浏览一段时间，随后打开另一款

APP，就发现开屏广告中出现了关于购买冰箱
的广告推送。

一些手机APP为不让用户跳过广告并诱导
其点击广告，使用了不少“花式套路”：例如，在
开屏广告页面，“跳过”按钮设置在不起眼的右
下角，颜色与背景色调一致，使用小号字体，让
用户不易察觉。同时，屏幕正中央显示一个带
有关闭叉号的提示，用户只要点击叉号，就被

“套路”点击了广告。

伪装的“提醒”跳转后为广告

记者测试几款 APP 发现，一旦在开屏广告

界面按照广告中的“提示”点击了屏幕，便会跳
转到购物APP；如果手机里没有这款APP，系统
会自动弹出下载页面，在整个跳转过程中，使用
者想取消都来不及。

还有用户表示，为了让使用者观看广告，一
些手机APP在开屏广告出现后并没有“跳过”按
钮，过了2秒后“跳过”按钮才会出现。

业内人士表示，使用“套路”欺骗用户，源
于手机 APP 的利益驱动。由于广告收益与点
击率挂钩，于是各种 APP 千方百计诱导用户点
击。

在一家移动广告技术服务商工作的宋哲告
诉记者，用户看过什么就推送什么，是因为APP
获取了读取用户手机存储文件的权限，属于过
度索权行为。

赋予用户选择权
对窃取隐私行为加强监管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去年12月发
布 的《APP 广 告 消 费 者 权 益 保 护 评 价 报 告

（2020）》显示，测试的 600 款 APP 中 58%含有广
告，其中69.7%的广告没有“关闭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周汉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四十四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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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不掉的手机 APP 广告不仅困扰消费者，
还涉及侵犯个人隐私。北京大成（济南）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博文说，手机APP开屏广告难关闭，
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对互联网
企业强推开屏广告，窃取用户个人隐私的行为，
消费者可直接向监管部门投诉。

此外，他建议，在电视开机广告的规范方
面，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制定了《智能电视开
机广告服务规范》。互联网主管部门也可以通
过制定行业标准，对手机 APP 开屏广告进行统
一规范和管理。 据新华社

关不掉还窃取隐私

谁来管管手机APP开屏广告
各类 APP 已成为

人 们 必 不 可 少 的 应
用。但是大部分 APP
都有开屏广告。

记者发现，这类
广告不仅无法关闭，
还存在着窃取用户
隐私等问题。

令人反感的APP开屏广告。 新华社发

城市

沈阳

沈阳今日空气质量预报
空气质量指数
空气质量级别
首要污染物

城市

大连

鞍山

抚顺

本溪

丹东

锦州

营口

阜新

辽阳

铁岭

朝阳

盘锦

葫芦岛

日期
今日
明日

日期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今日
明日

天气现象
晴
晴

天气现象
多云
多云
多云转晴
晴
多云转晴
晴转多云
多云转晴
晴
阵雨转多云
多云
晴
晴
多云
多云
晴
晴
多云转晴
晴转多云
多云
晴
晴转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多云

75-105
良-轻度污染
O3-8H

气温(℃)
29~17
31~19

气温(℃)
24~17
24~17
27~19
29~20
28~16
31~15
28~18
30~18
24~17
26~17
27~17
29~18
23~18
27~19
32~16
33~18
28~18
31~19
26~18
30~18
33~17
36~20
26~17
28~18
25~17
27~17

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气象数据来源：
中国天气网

“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从没得罪过
纪委书记这个称号。”这句话出自王瑛之口，她
生前曾担任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委常委、纪委
书记。

王瑛，1961年出生。1982年，她从西南民族
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巴中县畜牧局工作，之后
被调入地方纪委工作，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巴中，是被红军鲜血浸染过的热土。在这
片红色土地上，她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坚定了自
己对党的事业的忠诚。

个头瘦瘦小小的王瑛一身硬骨。了解王瑛
的人都知道，在她面前说情是行不通的。在担
任南江县纪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办
各类疑难、典型案件50多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
阻力坚持一查到底，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
1000多万元。

父老乡亲的疾苦，让她牵肠挂肚。她奔走
协调相关部门，为住房与耕地被河流相隔的村
民建了一座铁索桥，极大便利了村民的耕作和
生活；她用自己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
作者标兵”得到的2万元奖金，资助农村贫困孩
子读书；她还为当地以背运为生的“背二哥”们
建起了公寓，让他们有了安身之所……在群众
的心里，她就像一缕阳光、一阵春风。

2006年7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累倒
在抗旱一线，经查身患肺癌晚期。她谢绝上级
组织调换轻松岗位的提议，说：“我知道我没有
多长时间了，干一天算一天。我热爱纪检工作，
我要在岗位上坚持到最后。”

在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南江成为重灾
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时已是肺癌晚期、正在
重庆接受化疗的王瑛立即提前结束治疗返回南
江。她深入乡镇，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监管救灾
物资，一连数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8 年 11 月，王瑛因病去世，年仅 47 岁。
她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
手”“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这位一
生痴爱红叶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的风骨和品
格，她把一生奉献给了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
沃土，被大巴山人亲切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

王瑛去世后，南江县一直持续开展“王瑛精
神伴我行”活动；南江县纪委联合南江县委党校
开设的王瑛精品教育课程，成为当地党员干部
党性和廉洁教育必修课程。

“王瑛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南江县纪委常务副书记张海泉说。 据新华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数风流人物

王瑛：巴山红叶别样红

王瑛生前在四川省南江县光雾山的留影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消协10日发布消费提示，“水
精灵”“电动平衡车”“激光笔”等产
品看似“好玩”，其实并不是玩具，建
议家长不要给孩子当作玩具玩耍。

“激光笔”若使用不当，危害很
大。直射眼睛，可能会造成暂时性
或者永久性视力损伤甚至失明。

“电动平衡车”既不属于儿童
玩具，也不属于运动器械。如果将
这类产品误认为儿童玩具，很容易
忽视其中存在的风险。尤其是年
龄较小的儿童，因其自身平衡能力
尚不健全，又缺乏相应的风险防范
意识，在骑行时易发生安全事故。

“水精灵”是一种圆珠形吸水树
脂，又称泡大珠、吸水弹等，广泛应
用于盆栽保水、室内装饰。由于颜
色鲜艳，年龄较小的儿童很可能会
误作为糖果而吞入，危及生命安全。

中消协提示，2020年全国消协
组织受理儿童玩具投诉比上一年
增加了近两倍。家长在给年龄较
小的孩子购买玩具时，还要注意防
范安全隐患：色彩鲜艳的“泥”类玩
具、含有香味的玩具，可能含有一
定剂量的有毒有害物质。含有可
拆卸小零件的玩具，容易被孩子误
食。带有尖点利边的玩具，孩子在
玩耍时容易划伤身体。 据新华社

中消协提示：

“水精灵”“激光笔”等
产品不是儿童玩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