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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扫描

中国空军

40多架各型战机
飞越宫古海峡

中国空军25日出动40多架各型
战机，前出西太平洋远海训练，多
型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检验
远海实战能力。同时出动轰炸机、
歼击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例行
性警巡。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大校表示，常态化前出西太平洋
远海训练和警巡东海防空识别区，
都是中国空军维护国家主权、保卫
国家安全、保障和平发展的需要。

申进科介绍，这次远海训练，
空军轰-6K、苏-30、加油机等多型
战机成体系飞越宫古海峡。当天，
40多架各型战机从部署机场快速完
成出动准备，快速飞赴西太平洋开
展训练，实施了侦察预警、海上突
击、空中加油等训练课题，检验空
军部队远海实战能力。

申进科表示，空军战略转型的过
程中，将一如既往坚持围绕打赢目标
的练兵备战，紧贴使命任务、战场环
境强化实战化训练，不断提升能力，
维护国家空天安全。 据新华社

所谓“一元购”，即用户最
少可以花一元获得一个抽奖大
额商品的机会，这些奖品包括
价值数千元的手机、几万元的
金条甚至几十万元的轿车和几
百万元的商品房。多数“一元
购”平台提示，投入越多，获
奖的概率越大。很多网民为了
博得高价值奖品，一次投入上
千元甚至上万元。

仅仅两年时间，“一元购”
模式已在网上遍地开花。记者
近日在百度输入“一元购”搜
索，出来700多万条信息，相关
推广的网站数十个。

中国电子商务中心数据显
示，目前国内已有上百家垂
直“抽奖式购物”平台，多
家大型电商、互联网企业涉
足。这些平台的用户规模在
数千万级别，不少网站的销
售 额 过 百 亿 元 ， 以 此 估 算 ，
全国“抽奖式购物”市场规
模已超千亿元。

记者注意到，很多平台投
入巨资推广“一元购”，如在邮
箱、微博上，随处可见相关广
告。有些平台直接送钱让网民
进行尝试，还有平台对用户在
朋友圈发布中奖信息的行为进

行奖励。
由于购买方便、开奖速度

快，加上高回报的诱惑，一些
网民很容易对“一元购”这种
模式上瘾，沉溺其中。

一些网民表示，他们以为
可凭手气赚一把，但后来发现
掉进了陷阱——一开始投入几
十元几百元，果真中了 iphone
等商品，随后越投越大，结果
却亏得血本无归。

网民张俊杰说，他是一名
大三学生，在6月接触一家互联
网公司彩票 APP 中的一元购，
一个月就输掉了10万元。“更糟

糕的是，到现在我都停不下
来，感觉这辈子要被毁了。”

另外一位来自上海的网民
陈超说，他以前连麻将都不
打，却在“一元夺宝”一年内
投 入 近 300 万 元 ， 输 掉 80 万
元。“老婆和我离婚了，房子也
卖掉了，10多年的打拼一下子
全没了。”

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
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孙之升
说，今年以来已接到超过300例
网民对于“一元购”平台的投
诉，这些网民在平台输钱数万
元至数百万元。

几千元就能建平台 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网络“一元购”调查

当前，号称花一元就能博得
价值几千元甚至几十万元商品的

“抽奖式购物”平台风靡网络，已
形成千亿元的市场。“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一元购”存在开
奖暗箱操作的可能；有的网民在

“一元购”平台输掉近 300 万元。
有关人士认为，“一元购”涉嫌非
法博彩，应尽快明确如何监管。

在 采 访 中 很 多 受 访 者 质
疑，“一元购”模式不是一般的
购物，而是变相的彩票和赌博。

杭州市民史先生表示：“不
少参与的网民其实不是买东西
用来消费的，而是为了套现赚
钱。像充值卡之类的，平台直
接变现回收；其他东西，比如
手机，也有专门的团队在回
收。”

浙江大学法学院互联网刑
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认
为，“一元购”和普通赌博的区
别在于，普通赌博直接赌钱，
而这里赌的是商品和财物。由

于打着新型电商的旗号，给一
些网民产生网购的错觉。“创新
营销模式应鼓励，但创新决不
能突破法律的底线，扰乱正常
的市场秩序。”

“国际上对‘赌博’定义
是：该活动涉及金钱或其他有
价值的东西，涉及奖品 （回
报），结果是由偶然性决定的。
按照这个定义，‘一元购’类模
式就是一种博彩、赌博行为。”
中国彩票行业沙龙创始人苏国
京表示。

还有不少平台在推广“一
元购”时宣称这是一种“众

筹”，对此浙江腾智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夏家品表示，一般的

“众筹”都有一个共同的产品或
项目，投资运作产生的实物或
利润作为参与者的回报。“一元
购”运作模式与众筹完全不
同，用户购买的只是抽奖的机
会，这类行为在民法上属于

“射幸行为”。在我国，此类行
为是需要行政审批的，未经审
批涉嫌非法经营。

浙江省公安厅网警总队相
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警方已经开始关注“一元购”
的情况。“抽奖式购物”经营过程

缺少监管，如出现通过调整电脑
数据控制中奖率及中奖对象等
情况，就涉嫌违法犯罪。

在记者的采访中，工商、
彩票管理等相关部门表示，“一
元购”不属于他们监管的范
围。苏国京认为，对于“一元
购”类的违规操作行为，彩票
主管部门理论上可以管，可是
没有执法权，公安、工商部门
没有明确法律依据去进行查
处，这实际上成了没人管的

“灰色地带”，因此有必要明确
职能部门、完善相关法律。

据新华社

记者调查发现，“一元购”平
台上商品的售价普遍比市场价
高出10%-20%。有的网站的一元
购中，一张5000元的移动充值卡
售价为 6000元，溢价高达 20%；
在 一 元 云 购 上 ，一 部 苹 果 6S
（64G）手机的售价为 5688元，市
场价格在5000元左右。

记者看到，一元云购网站
上，其显示参与人次超过112亿，
天量参与人数背后，网站获取巨
额利润。一些知情人士表示，平

台商品的发货和售后都由第三
方商家负责，平台日常仅需维护
网站或者APP即可，可谓成本极
低、利润极高。

除了溢价销售，“一元购”开
奖的公开公平性也无法得到保
证。尽管多数平台宣称“100%公
平公正，整个过程是完全透明”。
还有的平台宣称中奖规则引入
不可控的外部数据，通过相关公
式算出。但专业人士表示，这不
过是平台的一家之言，特别是一

些小平台，存在暗箱操作的可能
性。

在淘宝网上，可以搜索到不
少关于“一元购”建站平台的销
售信息，搭建一个“一元购”网站
或APP客户端仅需数千元。记者
联系其中一个销售商，以购买平
台模板为由要求“验货”，对方发
来一个平台账号和管理员密码，
登录发现通过系统的后台操作
模块不仅可以任意指定中奖人，
还可以通过“批量导入会员”（即

虚假机器人会员）来凑人数。当
然，最后的中奖者只会在虚假会
员中产生。

“搭建一个小平台要不了多
少钱，利润却十分可观，一个月
十几万元很轻松。关键是要舍得
钱去做推广，一个小平台花几十
万元到各大网站去做推广是很
平常的事。”一名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型互
联网企业也看到了‘一元购’的
巨额利润，纷纷开展相关业务。”

“一元购”市场规模超千亿元，有人输掉近300万元

商品普遍比市场价高出10%-20%，后台可任意指定中奖人

涉嫌非法博彩，多部门表示不在监管范围

有着超级“天眼”之称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25日在
贵州省平塘县的喀斯特洼坑中
落成，开始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
电磁波，这标志着我国在科学前
沿实现了重大原创突破。

浩瀚星空、广袤苍穹，自
古 以 来 寄 托 着 人 类 的 科 学 梦
想。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由我国天文
学家于 1994年提出构想，从预
研到建成历时 22年，是具有我
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
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天眼”工程总工程师兼首
席科学家南仁东介绍，借助这
只巨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
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信息，

观测暗物质，测定黑洞质量，
甚 至 搜 寻 可 能 存 在 的 星 外 文
明。众多独门绝技让其成为世
界射电望远镜中的佼佼者，这
也将为世界天文学的新发现提
供重要机遇。

与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相
比，“天眼”的灵敏度提高了约
10倍；与美国阿雷西博350米望

远镜相比，“天眼”的综合性能
也提高了约10倍。“天眼”能够
接收到137亿光年以外的电磁信
号，观测范围可达宇宙边缘。

从 25日起，“天眼”方圆 5
公里将成为“静默区”。这个庞
然大物开始睁开“慧眼”，专注
地捕捉来自宇宙深空的信号。

据新华社

图据新华社

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在贵州落成启用

内蒙古

客车与货车相撞
死亡人数增至12人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政府的最新消息显示，发生于 9月
24日晚的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死亡
人数增加到12人。

消息说，9月24日19点45分左
右，距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 （县级
市） 城区 90公里的绥满G10高速公
路 1049公里处，一辆海拉尔至赤峰
的客车与一辆货车相撞。截至 25日
11 时，事故已导致 12 人死亡。其
中，现场造成 8人死亡，在救治过
程中又有 4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另
有 4 名重伤者术后已脱离生命危
险，其他乘客伤势平稳、留院观察。

事故原因、车辆情况等，仍在
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据新华社

美国

非洲裔美国人博物馆
落成开幕

美国唯一一座专门展示非洲裔
美国人历史、生活、文化及各领域
成就的国家博物馆 24日在华盛顿举
行落成开幕典礼。

非洲裔美国人历史和文化国家
博物馆是一座恢宏的3层建筑，外表
由 3600 块青铜颜色镶板组合而成，
在阳光下闪耀着黑金般的光彩，非
洲韵味浓郁。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幕典礼上
说，这座博物馆提醒人们，种族歧
视风气和种族隔离法律并非古老的
历史，“在历史的眼前，它们只是一
瞬”。他期望博物馆能够增进不同族
裔的相互理解。

2003年，时任总统小布什签署法
案授权修建这座博物馆，但直到2014
年2月，博物馆才破土动工。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