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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的湖南岳阳农村少年小涛（化名），在沉
迷于手机直播软件后，以不吃不喝等方式威胁父
母给钱，短短两个月，手机充值花掉了两万多元。

和小涛类似，一些农村青少年装满游戏和直
播软件的手机，成了现实世界里的“潘多拉魔盒”，
一旦开启，恶果随之而来。

主播之诱
农村孩子患上“手机病”一蹶不振

现实世界中的小涛，自卑、沉默、不善交际，
16岁进入一家职业院校念书后，“常常被欺负”。
今年7月，他回到农村家中，与手机为伴。

在“有钱就有装备”“有钱就能打赏”的虚拟世
界里，金钱是换取存在感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充值
就能买来认同感。为了这种看似热烈、实则轻飘
的认同，小涛不惜以各种方式要挟父母，只为换得
充值钱。

如小涛一般，一些在现实世界里屡屡受挫、偏
执内向的农村少年，因为豪掷千金而成为网络主
播们亲密称呼的“大哥”、玩家们崇拜跟随的“老
大”，或者游戏战力排行榜上的“王者”。因为痴迷
于虚拟社交的快感，他们患上“手机病”。

湖南郴州一所农村中学的初三年级班主任、
化学老师吴耀娟为学生们的“手机病”忧心忡忡。
吴耀娟所在的学校留守儿童占比约达80%。“绝
大多数孩子会强烈要求在外打工的父母买手机，
他们寒暑假的生物钟是晚上通宵玩游戏，上午睡
觉，下午起床继续玩。”

吴耀娟观察到，喜欢玩手机的学生“晚上是
会犯瘾的”，于是白天上课就犯困，甚至在课堂
上睡着。她曾有个学生，初三第一学期化学能
考80多分，到第二学期就滑到40多分，再没及
格过。“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第一学期考得好，妈
妈奖励了一部手机，然后孩子常常玩游戏到凌
晨一两点。”

以“托”养游
让青少年瘾上加瘾

在反网瘾社会组织的义工廖秋斌眼里，农村
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的“手机病”，病症在春节后
会“爆发性增长”——

今年3月，一位焦灼的父亲加入了他们的受
害者线上互助群。这位常年在外打工的父亲春节
回家，孩子拿他的手机玩游戏，一个春节花去了两
万多元。“留守儿童趁父母回家过年，偷偷拿手机
玩游戏充值。最多的充了20多万元。”廖秋斌说，
他们经手的案例中，家长试图联系一些在游戏市
场尾端厮杀的小公司，却一分钱都追不回，“公司
捞一笔，几个月就注销了，找都找不到。”

更为可怕的是，“捞一笔”的小公司手段五花
八门，甚至以“托”养游，一些沉溺于虚拟世界的青
少年成了廉价的赚钱工具。

曾以当“托”为业的程飞（化名）告诉记者，这
些公司美其名曰某某网络科技公司，在一些电脑
城、写字楼里租几间房，集合一批16-20岁的青
少年，不少是放暑假的学生，同时挂机多个游戏，
午间上班，直到凌晨。

他们组成2-3人的团队，加入游戏中的不同
帮派，故意挑起事端引发冲突，然后带头充值，号
令鼓动帮派成员一起充钱提高战力，以便相互厮
杀。“养‘托’的公司和一些游戏公司有勾连，别人
充的是真金白银，他们就是改账户数值，然后这个
游戏区的充值金额，公司提成一部分，再分很少的
一部分给‘托’。”

“正常人能每天昏天黑地打游戏吗？工资很
低的。”程飞告诉记者，这种“职业”一天要在线至
少16个小时，收入和精力付出不成正比，大多数

“员工”都是游戏成瘾、家境不佳的青少年，因为从
事这个“职业”而精疲力竭，瘾上加瘾。

戒瘾之道
堵疏结合，让孩子从虚拟走向现实

《2017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7年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达到5.83亿人，中国游戏市场
实际销售收入超过2000亿元，其中移动游戏的份
额继续增加，已经过半。

青少年成为游戏用户主力群体之一。记者
在调研中发现，患上“手机病”的青少年存在一
些共性，比如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消遣娱乐渠道
较少，现实社交面窄等，其中农村，尤其留守家
庭是重灾区。

“除了呼吁家长、学校加强教育管束，青少年
加强自控，还应该建立更完善的机制，提高门
槛。”廖秋斌认为，手机游戏应有更严格的付费
金额限制，比如单次付费上限、密集充值监控
等；此外，游戏注册应更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引
入人脸识别功能。

对已经手机成瘾的农村青少年，该如何帮
扶？廖秋斌建议，一方面，应向专业的心理辅导机
构寻求帮助，高度重视、科学对待青少年“手机
病”；另一方面，家长也要带孩子参与到更多现实
社交中，尽量多予以陪伴和关怀。“在孩子人生观、
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关键时期，更要高度警惕虚拟
世界裹挟的狭隘、偏激和暴力倾向。”

长期关注农村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组织“春
雷公益”秘书长刘跃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公益组
织曾在暑假期间组织留守儿童乡村夏令营，或
将农村青少年带到城市开阔视野，当丰富、多元
的现实社交平台构建起来，对农村青少年摆脱
手机依赖效果明显。

（新华社长沙电 记者 袁汝婷）

菜肉蛋价格上涨推升8月CPI

下半年通胀压力几何

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的提升，
消费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居民
对服务价格更加关注。

8月份，剔除食品烟酒，居住价
格的涨幅居前，恰逢“毕业季”和暑
期租房的旺季，房租上涨拉动居住
价格环比上涨0.5％。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

分析师唐建伟认为，目前看主要还是部
分一线城市的房租出现了短期上涨。

同时，受暑期旅游旺季等因素
影响，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游价格
环比分别上涨1.8％、1.2％和0.5％。

此外，8月份，医疗保健价格环
比上涨0.4％，在服务价格中涨幅较
大。董雅秀说，随着各地渐进推进

医疗服务改革，理顺价格机制，医疗
服务改革已接近尾声，后期价格变
化会更趋平稳。

“服务价格的稳定上涨，反映了
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大趋势。
从供给看，服务消费市场增长稳定，
自给率较高，没有大起大落的影响
因素。”董雅秀说。

“今年夏天青菜、鸡毛菜价格涨
得厉害，这一个多月感觉买菜的开
支能多出一两百元。”73岁的上海
市民何兰娟说。

统计数据印证了居民的感
受。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3％，涨幅比上月扩大0.2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月份，CPI
环比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4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上涨是环
比涨幅扩大的主因。

当月，食品价格比上月上涨

2.4％，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
点，其中鲜菜、猪肉、鸡蛋等价格
涨幅较大。

“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
格环比上涨9％，涨幅比上月扩大
7.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
高级统计师绳国庆说。

同时，猪肉和鸡蛋价格短期也
出现波动。绳国庆介绍，今年夏季
高温且持续时间长，生猪生长迟缓，
局部地区又出现疫情，市场供应偏
紧，猪肉价格环比上涨6.5％，涨幅

比上月扩大3.6个百分点。此外，高
温天气也影响蛋鸡产蛋率，加之开
学在即和中秋临近，需求增加，鸡蛋
价格上涨13.7％。

“从往年数据看，7 月、8 月
蔬菜等食品价格容易受天气等
短期因素影响。但除了局部地
区、短时期的价格波动外，全国
范围内食品价格保持了平稳态
势，对 CPI 的影响有限。”国家统
计局城市司流通消费价格处处
长董雅秀说。

国家统计局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和环比涨
幅均有所扩大，其中鲜菜和猪肉价格环比涨幅较大。

专家分析认为，8月份菜价、肉价波动，主要是季节性因素所致，后期食品价格、服
务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仍将保持温和水平，通胀压力没有明显增加。

多地对“租房贷”展开调查——

长租公寓有多少你所未知的 ？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当前，金
融监管部门尚无对住房租赁信贷
的统一管理规定。“租房贷”类贷款
游走在“灰色地带”，金融监管机构
应对长租公寓融资流向加强监管。

上海一位资深信贷和风控从
业人士表示，“租房贷”资金对于租
赁企业而言是“预收账款”，即未给
付款方提供服务就先收了钱，属于
负债范围，需要监管部门进行风险
的评估管控。一般租房合同的月租
金只是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涉及向
第三方的金融机构借贷则是金融借
款，一旦出现违约或者逾期的情况，
可能会影响租客信用。应明确规定

相关企业的告知义务，告知租户清晰
的法律后果，让租户有选择权。

专家认为，应尽快制订管理细
则，规范住房租赁信贷行为。据了
解，目前，针对“租房贷”，北京、上海
和西安等城市已启动调查。8月，
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强调，将
严查中介机构的资金来源和流向；
上海市要求各区对上海市代理经
租企业的经营模式、行为规范、融
资业务等情况，开展集中专项检
查；西安市明确要求，签订的住房
租赁合同不得涉及住房租赁租金
贷款相关内容。（据新华社上海电）

为什么长租公寓热衷推广分期
贷款？专家认为，借助金融工具，租
赁企业可以大量沉淀资金，加大资
金杠杆，加快扩张速度。租赁企业
通过融资扩大规模，占有市场大部
分房源，更易获得租金定价权。

记者调查发现，“租房贷”过度
使用金融杠杆，增大了住房租赁企
业和租客的风险。一位长租公寓运
营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租客与金融
机构签下贷款合同后，租赁机构相

当于获得“再融资”，并开启“拿房－
出租－融资－再拿房”的循环模
式。一旦经营不善，就可能出现资
金链断裂的情况，甚至有机构会卷
钱跑路，直接受害者是广大租客。

杭州鼎家拥有5000余间长租
公寓，上海“爱公寓”拥有4000余间
长租公寓，目前这两家运营商均因
资金链断裂破产。由于停止支付房
东的房租，部分租客被扫地出门，但
租客们仍需缴还未到期的贷款。

此外，这种让租客不知情“被
贷款”行为本身就涉嫌欺诈。中国
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
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认为，住房租
赁企业在租户不知道的情况下偷
偷将租金变成贷款行为本身就涉
嫌欺诈，必须严惩。上海华荣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许峰表示，“这种模
式实际上是租客以个人信用在帮
长租公寓企业贷款，严重侵犯了租
客的权益。”

陈震去年8月与“爱公寓”租赁
机构签了一年合同，才住了小半年，
由于“爱公寓”破产、停止向房东支
付房租，陈震的房东以2个月未收
到房租为由，强行把他赶走。

陈震说，签约前，销售人员不断
诱导他采用按月付款的方式支付房
租，然后以帮助他操作为由拿走手
机。被房东赶出后他才知道，销售
人员趁其不注意，在“平安好月付”
上以他的身份信息申请办理了租房
贷款。

对于陈震来说，损失的不仅仅
是4000元押金，为避免个人征信受
到影响，他不得不继续偿还剩下几
个月的贷款。

陈震的房东也认为自己是受害
者。他说，与公寓管理方签了3年

协议，后来连续2个多月没有收到
房租，“像我这样找‘爱公寓’维权的
房东有不少，我们现在只能收回房
子降低损失。”

最近，北京、上海、杭州和武汉
等地均有租客反映，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被租赁企业“下套”背上贷
款。很多人不明白，与长租公寓签
约“交租金”如何变成给网贷公司

“还贷款”？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采

用“租房贷”模式的长租公寓不在少
数。自如、蛋壳公寓、我爱我家“相
寓”、湾流国际公寓、“爱上租”等租
赁企业均有“租房贷”。

记者翻看多家长租公寓租约合
同发现，其中几乎均提及“与第三方
金融机构合作的分期产品”的房租

支付方式。如果租客不仔细阅读合
同，很难看出所谓房租分期产品其
实是一种消费贷款。租客办理“租
房贷”之后，网贷机构会将租期内的
全部房租一次性转给租赁企业，成
为租客的债权人。如“爱上租”的租
约合同中写明：网商银行以资金代
付的方式将分期总金额一次性支付
至企业账户。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租赁企业
在为租客办理贷款过程中，并不履
行告知义务，而是通过各种偷偷摸
摸的手段，利用租客信息办理贷款
手续。有些租赁企业以“第三方监
管以保障双方资金安全”、如果不选
择月付就提价等理由诱导租客贷
款，湾流等机构甚至强制租客必须
采用贷款的形式支付房租。

陈震没有想到，他在“爱公寓”租了个房，不仅租期未到就被房东赶出来，还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了4个月的贷款要还。
近期，多地频发“租房贷”导致的纠纷。据悉，目前北京、西安、深圳等地监管部门已对租赁企业使用“租房贷”等金融杠杆

危害租客权益的行为进行调查。

要挟父母充值
沉迷网游成瘾
——农村少年“手机病”调查

受天气因素影响，菜、肉、蛋价格齐涨A

暑期旺季带来服务价格上涨B

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C
8月CPI涨幅扩大，是否意味

着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专家
认为，后期物价仍有望保持温和上
涨态势。

从食品价格看，蔬菜、猪肉等
价格在经历短期波动后，有望逐步
回归常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
息化司司长唐珂说，正常年景下，
9、10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比较适
宜蔬菜生长，市场供给恢复，菜价
止涨回落，预计今年菜价季节性波
动的趋势不会明显改变。9月至
10月生猪供给将明显增多，价格可
能出现回落。伴随冬至前市场需
求明显扩张，11月至12月生猪价
格可能有所回升，但大幅上涨的可
能性较小。此外，非洲猪瘟疫情对

生猪生产和价格影响有限。
从服务价格看，董雅秀分析，服

务需求的释放是平稳的、逐步的，国
内服务自给率较高，受外部冲击有
限，服务价格将保持稳定上涨态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
为，在国内需求较为平稳、狭义货币
M1增速走低以及PPI可能回落的
背景下，未来CPI缺乏显著反弹的动
力，不必过于担忧下半年通胀压力。

“从政策环境来看，坚持稳健
的货币政策也不支持物价出现大
幅上涨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刘爱华说，总体看，下阶段
物价能够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租房“被贷款”套路：不告知、诱导贷款、偷偷办理

租赁企业通过融资扩大规模，租客权益风险增加

1

2

加强租赁机构资金监管，维护消费者权益3

商贩在江苏南通一家菜市场猪肉销售摊位旁切肉。 新华社发在南京一家农贸市场，一名商贩在整理蔬菜。 新华社发 消费者在江苏南通一家菜市场选购鸡蛋。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