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 时 俱 进 感 受 体
彩开奖发布渠道的变化

对购彩者来说，及时获得彩票开
奖信息是他们最为关注的焦点。自
中国体育彩票发行以来，国家体彩中
心大力拓展发布渠道，方便购彩者及
时、准确、便捷地获取开奖信息。今
天，就让我们了解下，近年来，体彩开
奖信息发布渠道历经了怎样的变化。

2004年5月 18日，体彩新玩法
“7星彩”上市，标志着体彩实现全国
统一开奖。为了让购彩者第一时间
通过电视了解开奖信息，旅游卫视
《天天体彩》每天22：00首播，次日
CCTV-5《早安中国》重播。为了提高
体彩公信力，2006年 1月 1日起，体
彩开奖由原旅游卫视电视台、山东
卫视电视台统一调整至中央电视台
体育频道播出。2010年1月1日起，
还将开奖节目播出时间提前了一个
小时，购彩者每晚9点就可以收看。

针对广播听众，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之声》每晚9点播出当天
体彩开奖结果。在平面媒体方面，
购彩者可通过《中国体育报》和《中
国体彩报》查看体彩开奖结果。

为了方便网民，2011 年 4 月 6
日，体彩在业内率先实现了开奖网
络直播。购彩者访问中国足彩在
线、竞彩网、新浪彩票三大网站的开
奖直播页面，便可第一时间见证体
彩大奖的产生。2011年 10月 17日，
开奖网络直播还实现了从“普清”向

“标清”的跨越。
如今，体彩开奖信息发布渠道

已实现从电视、广播、报纸、网络、手
机客户端的全覆盖，保证了传播的
最大化，覆盖了更多人群，满足了购
彩者收看的需要。此外，开奖信息
发布时效性也得到了提高。人民
网、中国体彩网、竞彩网等都在20:
30左右同步进行体彩开奖网络直
播。将体彩开奖过程公平、公正、及
时地展示给购彩者，是体彩阳光开
奖最为重要的一环，也是提升体彩
的公益形象及公信力的有力手段。

“在旅途，与陌生人一起感受世界。”近
日，在一些微信搜索中输入“拼房”二字，天府
早报记者发现了不少共享拼房小程序。根据
页面提醒操作，只需要1元钱，提供电话号码
和身份证照片就可以完成拼房小程序的身份
验证，然后就可以发布拼房信息和酒店的信
息了。程序会给你推荐发布位置附近的拼房
信息，两方互为“心仪”（在拼房信息中，有合
适的人点击信息后的心型标记，双方都点击，
就可以开始聊天）就可以开始聊天了。

打开手机定位，在页面中可以看到附近
的拼房人群。在个人信息里，一些男性用户
在说明区域直言“来个有缘人共度良宵”“限
女性你们懂得”“22岁以下单身女性”“我开
房等你来”等诸多露骨具有暗示性的话。不
少男性用户也特意标注只和女性拼房。

而在记者与其他男性用户的交谈中，许
多男性用户在明知道是和女性拼房的基础
上，还直接提出由拼房变为拼床，关于房费，
大部分表示可以直接承担全部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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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元就能拼房？小程序暗藏猫腻
不少男性用户特意标注只和女性拼房，律师提醒平台监管不力要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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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实习生 徐慧芳

独自旅行，房价太高怎么
办？近年来，不少外出旅行的
游客都会选择拼房的住宿方
式，一方面为了省钱，另一方
面可以遇到一同外出旅游的
小伙伴。因此，一些小程序看
到了商机，纷纷上线。不过也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小程
序上注册后，这些拼房小程序
可以提供拼房交易，甚至仅花
一分钱就获得对方的联系方
式，私下沟通拼房，也不少男
性在上面注册，邀请女性免费
住宿，有“限女性你们懂得”等
具有暗示性话语。

昨日，当记者再次打开这个拼房小
程序时，平台上已经显示“由用户投诉并
经平台审核，涉嫌低俗或色情，账号已被
停止使用”。在平台说明区域标有“严禁
发布不雅，敏感词汇以及线下联系方式，
一经发现将下线拼房项目，警告无效直
至封禁账号”这样的声明，但是点进用户
信息栏里，“限女性你们懂得”这类信息
依旧层出不穷。

在平台的免责申明里称平台作为第
三方对接平台，用户和酒店的行为与平
台无关，不承担用户和酒店方的任何法
律责任，以及经济损失。在拼房过程中，
平台只提供双方信息展示，最终拼房确
认由用户双方完成。在用户之间发生纠
纷以及违法犯罪行为时，平台不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以及经济损失。

平台回应>>>

账号已被查封
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律师提醒>>>

针对小程序中平台申明的内容与实
际情况相违背这一情况，成都泰和泰律
师事务所的周东平律师表示，如果是平
台监管不利，应该审查没有审查的，要承
担相应的责任。同样，如果小程序涉及
到欺骗等侵权行为，也不能因为免责声
明就免责的。

根据广告法，广告应当对广告内容
的真实性负责。面对拼房小程序的广告
缺乏真实性，周律师明确表示那是违法
行为。平台利用免责申明将自己的责任
完全摘除出去，而事实上平台本身又并
没有做到该有的监管力度，导致最终违
背了创办拼房小程序的初衷，使其成为
低俗的场所。“如果最终涉及到侵犯或者
侵害用户的利益，发生危及用户生命财
产安全的事情，平台的免责申明是没有
效果的，该承担的责任还是得承担。”周
冬平律师告诉记者。

平台监管不力要承担相应责任

一元钱就完成验证 有的个人信息露骨

为了测试该小程序是否有人使用，天府
早报记者随机找了几位男性用户进行沟通。
其中，一位显示在某酒店的男用户看到发布
的信息主动打招呼。并询问是否愿意一同

“拼房”。在沟通过程中，这名男性自称是来
成都旅游的，之前在别的城市使用过拼房小
程序，这次来成都定了一个大床房，想要找女
性拼房。关于拼房费用，该男子表示女性免
费入住，只是开房要发生性关系。当记者询
问，之前的拼房是否也发生过关系时，该男子

表示这是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共
识，并承诺第二天绝不会相互纠缠。

除此之外，在该小程序上也有不同男子
发来邀请，其中有男性表示，大家拼房可以省
钱，不会有非分举动。但是当记者询问，为何
说明中写有仅限女性时，该男子不再回复。
在这个小程序中，记者发现大部分拼房的都
是男性，很少有女性主动拼房。打开定位发
现在春熙路附近，总共有49位拼房用户，其
中48位是男性，仅有1名女性。

大部分拼房的都是男性 仅邀请女性免费入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