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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趣步每天走路 4000 步”
=
“月入十几万元”
+
“饭店、
旅游、
健身、
宾馆甚
至买房服务”……零投入，走路就赚钱，这样的好事是真的吗？调查发现，市
面上出现的这款名为
“趣步”
的
“区块链平台”
APP 可没那么简单，
想月入十几
万元可能需要付出更多
“代价”
。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
《新金融观察》
）

走路就能赚钱？警惕
“甜蜜陷阱”
下载 APP 走路赚
“糖果”
李桃（化名）每天醒来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打开
趣步 APP 看看自己昨天又走
了多少步，
有了多少个
“糖果”
。
除了走路，为了挣更多的
“糖果”，她还极力鼓动微信群
里的朋友也注册这款 APP。发
展下线的好处是，她不仅可以
得到“糖果”，个人账号活跃度
也会提高，同样的步数可能产
出更多的
“糖果”
。另外还能拿
到一定的交易费提成。
趣步于 2018 年 8 月上线，
如今已登上了苹果、
华为、
应用
宝等应用市场。趣步火爆的原
因并不仅仅在于其号称的“运
动健康”
，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款
号称“走路就能赚钱”的 APP。
号称只要每天走 3600 步就可
以得到奖励
“糖果”
“
，糖果”
既可
以兑换商品，
又可以交易换钱。
“现在很多城市的趣步战
队都在做地推。因为走路就能

赚钱，趣步的地推在三四线城
市效果很好。
”
李桃表示。

临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指控。
除了“推广”，可赚钱的途
径还包括“投资”。
“投资”是指
赚大钱需要投资和推广
在趣步 APP 内嵌的交易系统
趣步的推广人员小兰表 中与其他玩家交易该平台名为
示，
在不投资不推广的情况下， GHT（桂 花 糖）的 糖 果 ，通 过
每天走 4000 步，
一个月只能挣 “低买高卖”
的方式获得收益。
200 元。但通过投资和推广，
据小兰介绍，除了发展下
发展团队，则能月入几千元甚 线分红以外，也可以花钱购买
至十几万元。此外，团队发展 别的玩家的平台币。
“你用买来
起来，
还可以拿到分红。
的平台币去购买平台的任务，
“小达人（团队等级）每天分 拿 到 相 应 的 收 益 ，收 益 率 在
红四五十元，
一星达人每天四五 19%-36.8%。
”
百元，
二星达人每天分红一千多
“糖果”
可界定为虚拟币
元。
”
在小兰给出的分红图中，
一
星达人的分红比例是 20%，二
金博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星达人的分红比例是 15%，三 孙凯表示，
“糖果”可以界定为
星达人的分红比例是10%。
一种虚拟币，只不过我国目前
京师律师事务所证券和 还没有任何机构承认虚拟币的
投资基金法律事务部主任刘盼 合法性，虚拟币不具有货币的
盼表示，该盘面性质类似资金 全部功能，不能代替人民币在
盘，
直推下面还可以直推，
达到 市场上流通。如果平台利用虚
三级，头部人员亦有可能由被 拟币搞诈骗、
传销、
非法集资等
害人转换为传销类犯罪共犯； 违法行为，
就会涉嫌违法。
资金链断裂，操盘人员可能面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很多

民营银行
智能理财产品成网红
目前，
越来越多的稳健型
目前民营银行智能存款
投资者倾向于购买银行理财 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两类：
一是
产品。部分民营银行创新推 产品放在知名网络金融平台
出各种现金管理类产品（智能 展示和销售，客户如果要购
存款产品），主打“期限灵活” 买，
需要通过先开通平台电子
“保本保息”
“ 收 益 高 达 账户，
再绑定其他银行卡的方
4%-5%”……成了最近活期 式购买；
二是直接开通民营银
类产品中的网红。
行手机银行 APP，
通过电子渠
传统银行的存款低利率 道自助办理。
驱使民营银行强势杀入揽储
与传统银行相比，
民营银
市场。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 行的产品创新也层出不穷。
有包括微众银行、网商银行、 如客商银行推出的活期存款
众邦银行等至少 10 家民营银 “心愿存”
，
用户先要在界面写
行推出了智能存款产品。这 下心愿，然后输入心愿金额，
类产品多为 3 年或 5 年定期存 实现时间有 1 年、3 年或 5 年
款，但在到期日之前，客户可 可选，
界面会计算出每月所需
随时提前支取。此类产品一 存入金额。湖南三湘银行推
般 50 元-100 元即可入门，提 出了“畅想存 1 天”和“畅想存
前支取利率最高可达 4.5%。 7 天”的特色存款产品，两者
目前，这类智能存款已经成 起存门槛均为 5 万元，复利计
“抢手货”
，
部分民营银行的热 息，
分别为 1 天 1 循环和 7 天 1
销产品已进入了限购模式。
循环。
（摘编自《信息时报》
）

生活中的

经济学

一幅字画、
一个摆件、
一个金银首
饰……当前，不少的家庭总喜欢在家
中放置一些具有收藏性质的艺术品或
工艺品。然而，
专家表示，
绝大部分人
士的钱都花得没有价值，手中的所谓
藏品并无升值的空间。
钱币收藏品不可能在预期内升值
当前市场兜售最多的收藏品当属各种
版本、各种组合的钱币收藏品。这些
东西在价格上超出真实估价的几倍甚
至几十倍。
“价格这么贵，为什么还有
人趋之若鹜？主要是没有经验，听信
了商家反复灌输的所谓升值空间。
”
钱
币收藏家赵先生认为，这些纪念品欣

看似违背常理
却符合经济原理

生活中有许多事情，
看似
违背
“常理”
，
觉得不可思议，
背
后却有着合理的经济学原理。
罚款也可以购买 为解决
员工迟到的问题，
公司希望通
过罚款手段降低迟到率。按
正常猜想，
迟到率应降低，
但实
际经济学试验中，
迟到率反而
提高了。引入罚款制度改变了
员工的预期。罚款是他们能够
预期的最糟结果。员工将罚
款解释为一种价格，
所以可以
像购买正常商品一样购买。
钻石为什么比水贵 为什
么水这么便宜而钻石如此昂
贵？原因是一个人对任何一
种物品的支付意愿都基于边
际利益，
即物品产生的额外利
益，
而边际利益又取决于一个
人拥有多少这种物品。水是
不可缺少的，
但增加一杯水的
边际利益微不足道，
因为水太

玩收藏易走入两大误区
赏一下无可厚非，但是要想在可以预
测的时间内升值几乎不可能，因为太
多了，且没有研究和审美的价值。
绝大多数收藏品都不具备传世
价值 无处不在的夸大宣传，以及虚
构毫无事实根据的市场空间，让很多
收藏品爱好者难抵诱惑。但事实上绝
大多数所谓收藏品都不具备传世价
值。一个合格的藏家要有自己的收藏
倾向，
哪怕是冷门领域也行。可以深入
收藏单一门类的艺术品或古玩，
在字画
方面，
可以对准特定主题或不同时代的
艺术家，
有了体系才有一定的知识点和
专业眼光。
（摘编自《广州日报》
）

打着虚拟币或区块链技术的幌
子进行诈骗、传销等犯罪活动
的案例，这类犯罪团伙通常会
编造各种名称，甚至会打着一
些知名公司的旗号去进行违法
犯罪活动。
判断这类平台是否合法，
一要看背后的运营公司是否是
合法成立的，是否具有相应的
网络运营资质，因为正规的区
块链平台对开发技术、服务器
的运算能力要求都非常高，通
常非法成立的公司不具备这样
的技术条件。
二是要看平台的端口是
否是一个开放的端口，该虚拟
币的发行和交易是否遵循平台
所设定的交易规则和客观规
律，如果该平台所提供的虚拟
货币可以人为地操控其数量、
价格等信息，网站设计者企图
通过幕后的人为操作虚拟货币
来获取非法利益的话，那么这
个平台就可能涉嫌诈骗等相关
犯罪。

多了。与此相反，
并没有一个
人需要钻石来维持生存，
但由
于钻石太少，
人们认为增加一
单位钻石的边际利益很大。
廉租房不应设厕所
2009 年，国家规划廉租房建
设，
经济学家茅于轼称，
“廉租
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
只有公
共厕所，这样有钱人才不喜
欢”。言论一出，媒体和网友
骂声不断。言论不了了之，
可
廉租房建成后，
拿到资格的申
请者里，不乏开着豪车的人，
却 没 几 个 穷 人 见 过“ 廉 租
房”
。这个提议里有着严密的
经济学逻辑：
没有厕所的廉租
房被人为降低了使用价值，
一
般人不会选择居住，
租售所产
生的套利空间也极小，
这样就
能帮助廉租房更大比例地到
达真正需要它的人手中。
（摘
编自《湘潭日报》
）

A 股 22 家公司
存退市风险
深交所发布公告，自 5
月 13 日起暂停乐视网、
*ST
凯迪、*ST 皇台、金亚科技、
千山药机等 5 家公司股票
上市，5 月 15 日起暂停*ST
德奥、*ST 龙力等 2 家公司
股票上市。截至 2018 年
报，
A 股被暂停上市或存被
暂停风险、
“资不抵债”
（即
资产负债率超过 100%）的
个股有 22 家，
多数为被*ST
的个股，
有 209 只个股资产
负债率介于 80%-100%之
间。分析人士指出，资不
抵债极有可能面临被暂停
上市甚至是退市的风险，
投资者应注意规避风险。
（摘编自《新快报》
）

付款码上的数字
千万不能给别人
“我不方便扫码付款，
你把付款码上面的数字发
给我……”近日，广东佛山
禅城出现了两起新型的支
付宝二维码诈骗案件。民
警介绍，付款码上面的数
字名为“付款码数字”，起
到和付款二维码、付款条
形码一样的作用。当对方
输入“付款码数字”后，便
可以从支付宝、微信上转
走金钱。公安提醒，付款
码数字不要轻易向他人提
供，如果实在需要提供，也
要搞清楚对方使用意图，
付款码数字只是用来付
款 ，并 没 有 收 款 的 功 能 。
（摘编自《广州日报》
）

小心非法网络
炒汇平台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
公开通报一起非法网络炒
汇平台案例。截至目前，
境
内监管部门未批准任何机
构在境内开展或代理开展
外汇按金（也称外汇保证
金）业务。人行表示，凡未
经批准的机构擅自开展外
汇期货和外汇按金交易，
属
于违法行为；客户（单位和
个人）委托未经批准登记的
机构进行外汇期货和外汇
按金交易，
无论以外币或人
民币作保证金也属违法行
为。
（摘编自《宁波晚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