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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刷单赚零花钱？
属于违法且可能上当受骗！
“想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赚
钱吗？诚邀您兼职刷单，按条结
算，日入百元不封顶”…… 类似这
样宣称“工作轻松，报酬丰厚”的
兼职广告在网上随处可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家庭主妇、年轻人等纷纷加
入刷单大军。法律专家表示，刷
单是违法行为，如因刷单造成消
费者损失，刷客还负有连带赔偿
等法律责任，甚至有可能构成共
同犯罪。
不少家庭主妇和年轻人通过
社交、招聘平台兼职刷单
近来，不少手机用户经常收
到广告短信，招徕刷单兼职，称每
刷一单可赚四五十元，轻松赚钱
无风险。在新浪微博上，有关兼
职刷单的“超级话题”有数十个，
阅 读 量 达 1600多 万 ，发 帖 数 上
万。不少发帖来自家庭主妇、没
有稳定收入来源的年轻人，不限
时 间 地 点、活 儿 轻 松、能 挣 零 花
钱，是刷单吸引他们的主要原因。
一名家庭主妇说，她前后参
与了多个刷单群，成员大多是像
她一样在家带娃的主妇，或是来
赚生活费的大学生。很多刷单广
告都声称能月入上千元甚至过万
元。
一些大学生在微博上吐槽：
“宿舍一共 6个人，其中 4个在刷
单”，
“室友在刷单，天天像被洗脑
一样，满脑子全想着刷单、拉人”。
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社交
平台，有不少组织者成立刷单群
寻找兼职人员。此外，在 QQ空
间和朋友圈，组织者经常晒开豪
车、住豪宅的照片，以及看起来颇
为丰厚的收益截图，并经常分享
各种成功经验。
还有一些年轻人是通过网络
招聘网站找到了刷单的兼职。一
名大学生告诉记者，其在 58同城
浏览兼职信息时，看到一个“长期

招聘兼职”的帖子，称“公司急招
12单淘宝单。直到 4个月之后，
兼职，不限工作地点、时间，每小
肖某才终于累计刷到可以退保证
时 20至 150元现结”，具体工作内
金的 150单，获得 500元左右的收
容要加 QQ详聊。
“ 加上 QQ后对
益。
方告知，兼职内容是给一个购物
“有一次还接到要求给差评
商城的卖家刷单，第一单佣金是
的单，是同行付钱恶意给竞争对
5%，刷得越多佣金越丰厚。
”
手刷单，最多 1000元就能搞垮一
佣金微薄并且可能赔本
个新开不久的店铺。”肖某觉得内
家庭主妇肖某去年 8月经朋
心不安，好几次都不想再干了，但
友介绍认识了一名 I
S语音平台上
因为保证金被扣押，不得不昧着
的刷单组织者，对方称每单佣金 5 良心刷下去。
至 15元，后期如果升职为管理客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平台对
服，就可以有 1000元到 1万元不
兼职刷单者都要求交纳一定数额
等的底薪。此外，需先交一笔 528 的保证金，或垫付刷单本金。
元的保证金，刷满一定数量可以
记者联系到一名刷单组织者
全额退还。肖某交了保证金入
表示想兼职刷单。对方发来一个
会。刷单组织者要求肖某在自己
100元的商品链接，要求记者不要
的朋友圈或 QQ空间里晒各种挣
在链接里付款，而要在其发来的
钱收款的虚假“炫富”截图，每拉
二维码付款。第一单做完后，记
到一个人入会，能拿到 200多元
者 得 到 了 5元 佣 金 ， 但 没 有 退
回扣。
100元本金。随后，对方又让记
当开始刷单后，肖某发现其
者做 5单，必须拍 12件单价 500
实收入微薄。由于平台要抽取一
元的衣服，总金额 6000元，称
部分提成，每单收入远不到招人 “不完成任务就不能返本金和佣
时所宣传的高达数十元，基本都
金”。当记者表示不再继续做任
在 5元以下。为应对平台审核避
务，并要求返回本金，对方却不再
免被封号，每个号每月不能超过
回复。

专家提醒兼职刷单涉嫌违法
记者调查发现，大部分刷客
只觉得刷单行为“不道德”，但并
不知道已经涉嫌违法。
江西萍乡市场监管部门在去
年查处的一起刷单炒信案件中，
发现当事人竟然把刷单炒信当成
创业。办案人员介绍，两名当事
人都是 90后，注册公司专门做这
项业务，4个月非法获利 11.
54万
元。两名当事人最终被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罚金 6万元。
福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
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网络刷单
是违法行为，组织刷单者最高将
面临 200万元罚款，还有可能被
追究刑事责任。
此前，
“ 组织刷单入刑”第一
案曾在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作出
宣判，案中的被告人因创建网站
和利用聊天工具建立刷单炒信平
台，组织及协助会员通过平台发
布或接受刷单炒信任务，从中获
利 90余万元。该行为扰乱市场
秩序，情节特别严重，最终被判处
有期徒刑 5年 9个月并处罚金 92
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说，除了组织者，刷客也是违
法的。虽然目前我国没有专门法
律条款认定刷客的法律责任，但
可根据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进
行认定。
泉州市公司法务研究会代会
长李维真认为，按照侵权责任法
的规定，如果刷客明知涉及虚假
宣传还主动参与刷单，实施了侵
权行为，将被视为共同侵权，对消
费者的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院
长颜三忠认为，刷客在明知可能
犯罪的情况下参与数量较大、金
额较多的刷单行为，情节严重可
能构成共同犯罪。
据新华社报道

全国铁路 7月 10日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暑期高峰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万个席位

晨报官方微信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
悉，7月 10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暨暑期运行
图。调图后，全国铁路暑期高峰
日均增加客运能力 26万个席位，
铁路客货运输产品不断优化，运
输能力实现新的提升。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
责人介绍，此次调整列车运行图
的主要内容为：
一是持续增开旅客列车，新
投用一批复兴号动车组。调图
后，全国铁路日常增开直通旅客
列车 39对，变更运行区段 54.
5对，
变更运行径路 16.
5对，其他调整
85对。在客流高峰期增开动车组
列车 25对、变更运行区段 2对。
二是优化调整部分城市列车
始发、终到、经停车站。为满足旅
客需求、提高运输效率，对北京、
上海、哈尔滨、沈阳、长春、大连、

武汉、济南、青岛、杭州、南昌、厦
门、南宁、南阳 14个城市 69对旅
客列车始发、终到、经停车站进行
优化调整，最大限度均衡枢纽内
各客运站的作业能力，便利当地
群众出行。
三是更多内地城市与香港实
现高铁联通。增开重庆西、天津
西、南宁东、肇庆东、汕头至香港
西九龙站动车组列车，增加遵义、
贵阳东、白洋淀、邯郸东、岳阳东、
衡阳东、梧州南、佛山西等站办理
直通香港客运业务，内地与香港
联通的高铁车站将增至 58个。在
天津至保定高铁的白洋淀站，雄
安新区旅客群众可乘天津西至香
港西九龙的高铁列车直通香港。
四是南宁至广州、南宁至昆
明和兰新高铁哈密至乌鲁木齐等
区段列车运行时间大幅压缩。调
图后，南宁至广州动车组最短运

行时间达到 2小时 45分，压缩 30
分；南宁至昆明动车组最短运行
时 间 达 到 3小 时 43分 ，压 缩 45
分；昆明至广州、广州至昆明动车
组最短运行时间分别为 7小时 08
分、7小时 13分，分别压缩 1小时
42分、1小时 10分。兰新高铁哈
密至乌鲁木齐间运行时间压缩
25分。
五是东南沿海和进出川渝客
运能力提升。通过延长既有动车
组列车运行区段等方式，打通运
输能力限制瓶颈，杭深线、宁蓉线
分别增开动车组列车 14对和 10
对，较大幅度提升了东南沿海和
进出川渝的客运能力。
六是部分旅客列车运行方案
进一步优化。优化后，北京南至
青岛北 G209/
210次往返运行时
间均为 3小时 05分、压缩 48分；
北京西至北海 G529/
530次北京

西至南宁段，往返运行时间分别
为 10时 50分、10时 59分，分别压
缩 2时 51分、2时 16分；上海至漯
河 K1048/
5次压缩运行时间 2小
时 19分；济南局、南宁局集团公
司部分管内旅客列车运行时间有
所压缩。
七是铁路货运能力同步提
升。增加 2条中欧班列国内运行
线，达到 70条；进一步优化中亚
班列、陆海新通道班列、沿江班列
开行结构、径路；呼和浩特至唐山
铁路万吨列车开行对数由 39对增
加至 45对，侯月线、襄渝线、兰新
线、集通线等主要货运通道增加
货物列车 14对，为铁路货运增量
行动提供运力保证。
据介绍，下一步，铁路部门将
按照一季一图的思路，进一步优
化列车运行图，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运输需求。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