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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滨湖区朴源图文设计工
作室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32
0211600354134正本编号32021
1000201504240209副本编号32
0211000201504240258声明作废

方立明对无锡方伦物流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伦公司”）
享有一定权益，且该等权益受到
方伦公司、伦娜茜娃的侵害。方伦
公司、伦娜茜娃在未妥善处理前
述争端且未通知方立明及经方立
明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定方伦
公司清算，该清算决定属违法和
无效行为。方立明将依法追究方
伦公司、伦娜茜娃违法行为所产
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关于方伦公司清算
事宜的异议公告

无锡市金顺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的泉山商
业中心二期住宅及商业用
房地下室已移交物业，归
全体业主所有。

公示

●遗失无锡市玉文化协会社会
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51320200509218
7073，声明作废

●失执业证 32020166303865 刘易
凡00000532020000002019079806，废●遗失苏B8095挂营运证，锡
06322961，声明作废

●遗失江苏新海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苏 BN7955 道路运输
证，锡320214001459，声明作废

●遗失苏BN0613锡32020000
4683营运证废●遗失李玟煊出生证，编号
F320067439,声明作废●遗失曹恒琛出生证，编号
D320011648,声明作废

何芳代他人持有无锡茜娃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茜娃公司”）
40%股权，为担保借款而变更登记至伦
治河指定的孟凡静名下，但孟凡静不享
有股东权利义务。上述借款早已还清，
伦治河、孟凡静迟迟不恢复股权登记，
但不影响何芳仍为茜娃公司 40%股权
的名义股东并享有相应股东权利。

茜娃公司、伦治河、孟凡静在未通知
何芳且未经何芳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决
定茜娃公司清算，该清算决定应属违法
和无效行为，何芳将依法追究茜娃公
司、伦治河、孟凡静违法行为所产生的
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关于茜娃公司清算
事宜的异议公告

●遗失滨湖区睿洋图文制作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320211MA1R13GK2
1，正本编号3202110002018100
90185，副本编号320211000201
810090198作废

●遗失无锡市隆达汽车驾驶技
术培训有限公司开具给曾康俊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号码
14099644代码3200162350金
额4155元声明作废

常
年
批
发

冬虫夏草48元/克起
无锡工运路中国饭店一楼
无锡中山路锦江大酒店一楼82759166

无锡市金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0日

公告人：何芳
2019年11月20日

公告人：方立明
2019年11月20日

360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购物安全
生态报告》显示，一个月时间内虚假仿冒主
流购物APP的数量接近4000个，覆盖设
备超过30万个，高仿APP已形成危害用
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福建、河北等地网
信部门关停下架的应用中不乏高仿类
APP。福建泉州网信办今年8月下架的43
款违规APP中，就有模仿“天天快报”等
APP的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
括说，高仿APP 对于正版应用的模仿，
已经涉嫌侵权，同时对用户产生了实质
性危害。但是，目前在打击高仿 APP
的过程中，存在多方协调难、举报下架
过程漫长、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因
素，给一些不法企业从事违规行为提供
了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网信
等部门应进行联合执法，严肃查处高仿
APP给使用者造成经济损失、个人信息泄
露等情况。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新
年说，相关部门应通过案例发布、防范建议
等形式提高用户保护个人信息和预防网络
诈骗的能力。

吴沈括说，各大应用市场作为平台方，
应进一步完善自身内部审核机制，对入驻
应用软件提交的信息尽到法定和约定的审
查、登记、检查监控义务，从源头治理高仿
APP问题。

多位专家提醒，用户在使用APP过程
中，尤其遇到要求转账汇款等情况时，应仔
细分辨应用真伪，不轻易接受对方指令。
此外，APP中要求点击的不明链接，用户
也要谨慎甄别，尽量不在不明链接里输入
个人信息，以免信息遭泄露。 （据新华社）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
到2008年演化为一场全球性的金
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也给中国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
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中国出口大
幅下滑，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压力加
大。

面对严峻局面，从2008年6月
开始，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及
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提出实
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国内需求的
十项措施，陆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到2009年上半年，逐步形成了促进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
划”。

中国政府还在多个重要国际
场合郑重承诺，继续参与维护国

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的国际合作，支持国际金融组织
根据国际金融市场变化增加融资
能力，与国际社会一道通力合作、
共克时艰。

经过努力，我国经济运行出现
了积极变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
增多，总体形势企稳向好。主要表
现在：投资增速持续加快，消费稳
定较快增长，国内需求对经济增
长的拉动作用逐步增强；农业生
产形势良好，夏粮再获丰收；工业
增速稳中趋升，结构调整和节能
减排取得新进展，区域协调发展
呈现新态势；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市场预期继续向好，社会信心进一
步提升；城镇就业继续增加；灾后重
建加快推进。 （新华社）

银行卡被盗刷、莫名被贷款……

这个“李鬼”很危险！小心高仿手机APP
为方便打理财务，济南市民韩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

“XX银行信用卡”的APP，不久后却发现银行卡被盗刷、莫

名被贷款等情况。到银行营业网点核实，被告知所安装的

客户端是高仿的。

网上转账缴费、处理罚单、买火车票……随着移动互

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手机APP处理各种事

务。记者调查发现，在手机应用市场中，一些通过相近名

称、类似图标制作的高仿APP令人难辨真假，给不少用户

造成财产损失。

济南市民成栋前不久为网
上处理汽车交通罚单，试图在
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公安部推出
的“交管12123”APP。搜索结
果 第 一 位 的 为 一 款 名 为

“12123”的软件，且APP图标
为一个“违”字。下载使用后才
发现，这款APP功能和页面都
极其简陋，是一款高仿APP，
不仅无法处理违章，还含有大
量广告。

记者在多个应用商店检索
发现，此类APP“李鬼”并不少
见。例如，北京公交集团推出
的“北京公交”APP，可用来刷
码乘公交。但在安智网、酷安
网等应用市场中检索“北京公
交”，排名前几位的应用多为

“北京实时公交”“北京公交在
线”等APP，下载量最高的达
30.8万次。打开上述APP后，
界面非常简单，也不具备刷码
乘车功能，且都包含不少广
告。在这些APP的用户评论
区，许多使用者留言“根本用不
了”“软件是骗人的”等。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仿
APP还通过伪装成官方软件窃
取用户个人信息。济南市民罗
腾告诉记者，他此前为在济南一

家医院挂号，在应用市场中下载
了这家医院的APP，并填写了
电子病历，其中包含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但
之后发现，所下载的并不是官方
APP。“这款APP的下载量近10
万，窃取了大量个人信息，侵犯
个人隐私。”罗腾说。

记者发现，高仿APP除了
集中在垂直的生活服务类软件，
同时在电商平台的应用中也较
为普遍。烟台市民马翘楚告诉
记者，她曾在某应用市场搜索

“淘宝”时，下载了一款名为“淘
宝特卖”的APP，进入后发现，平
台内不少商家销售价格低廉的
山寨货品，并且购物的“三包”

“退换货”等条款都不齐全。
记者联系了北京公交部

门、山东交警部门以及淘宝
服 务 热 线 ，分 别 核 实 高 仿
APP“12123”“北京公交在
线”“淘宝特卖”等是否与官方
推出的应用有关联。相关工
作人员均告诉记者，这些APP
与官方应用无任何关系；类似
的高仿APP很多，的确在一定
程度上干扰了使用者，不少
用户无法第一时间下载到官
方应用。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仿
APP 开发者为第三方公司。
以“北京实时公交”为例，开发
者为江苏一家商贸有限公司，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中，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
品、服装、日用百货销售”。此
外记者还发现，应用市场中的
一些高仿应用，开发者甚至为
个人，网络上无法查询更多开
发者信息。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仿
APP盈利主要靠应用内的大
量广告赚取广告费，这类APP
开发难度并不高。记者联系了
一个APP开发团队，并向对方
提出想开发图标和名字都模仿
一 款 学 习 类 应 用 的 高 仿
APP。对方表示，只要不是要

求“一模一样”，就都可以实
现。费用在5万元左右，开发
周期大约一个月。

业内人士表示，开发一款
高仿APP，花费数万元可以长
期赚取广告收益。应用市场在
对上架的APP进行审核时，机
器审核只进行病毒和兼容性测
试，人工审核一般只审核名称、
内容是否存在违规，对APP名
称、图标、宣传语等内容是否存
在模仿，多数应用市场都疏于
甄别。

记者查询了多个应用市场
的相关条款，只有“华为应用商
店”等极个别应用市场在相关
条款中要求，上架应用不得与
其他开发者应用具有相同或相
似的外观、名称、主题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勇克时艰

高仿APP
已形成危害用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高仿APP
“鬼”影重重大设陷阱

5万元
即可开发一个高仿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