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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搬家刊登电话

王萍133511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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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素质，真诚服务，七折优惠，全市各区均可发车
退役军人搬家
18745057660
1884576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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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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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加盟电话
19845256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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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项目:财税筹划（应

对金税四期，提供专业的税
务筹划），代理记账，高新企
业申请，企业注册（医疗器械
优惠），工商服务。

联系电话：王经理

131015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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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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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 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84681180
15004697804

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广告信息请登录生活报数字报网址查询：：
http://epaper.hljnews.cn/http://epaper.hljnews.cn/

哈西一元养老院
招自理、半自理、卧床老人，吃的

好、住的好、玩的好，对半自理和卧
床老人提供专业护理。交通便利，
配套齐全、药店、洗衣房、食堂、专业
医护队伍、老年大学、琴棋书画特色
班、24小时热水、冰箱、互动电视、
无线网络等。哈西红星城3号楼

乘坐57.58.236公交车直达
电话:0451-51025111、1854586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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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平台支持手机“以租代购”“0首付低分期”

原价不到三千 逾期不还利息上万
据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报道 近两年，一款叫“嗨租”的手机租赁平台在网上悄然兴起。但有

大量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投诉称，该平台涉嫌引诱未成年人分期租手机，而逾期后产生的利息高于手
机原本价值数倍。公开信息显示，目前已有一千多起手机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诉至法院。所谓的“0首
付低分期”，诱人的宣传背后隐藏着什么？又该如何在法律上界定这一新兴的“商业模式”？手机租赁
平台被指放高利贷，“0元首付购手机”背后有何猫腻？

如今互联网上，有打着“0首付低分期”的
手机租赁平台，通过线下合作商户向消费者

“出租”手机。被吸引的群体，大多为刚踏入社
会涉事未深、消费能力有限的年轻人，甚至不
乏未成年人。2020年11月，刚满16岁的杨雪
（化名）在广东东莞的一家手机店里，看到店里
宣传“零首付，分期付款手机”，于是在店老板
的引导下，在手机上登录一款叫“嗨租”的软
件，“租”了一部当时市场售价不到3千元的手
机。但杨雪称，起初她消费的时候，并不知道
手机是“租”来的。“我以为就是买，我也不知道
是租。然后利息到1万多块钱，当时那个手机
售价3千左右。以为是3000块钱分12期来还
的，其实不是，是一个月520元，总价算起来是
6000多元。”

杨雪在网络消费投诉平台上留言称，此前
她对这种“以租代购”的消费方式毫不知情。为
了促成这笔生意，线下的手机店老板在她的手
机上，通过软件与平台工作人员视频通话，并对
客服人员谎称她在东莞有工作，于是她就稀里
糊涂地通过视频签了一份合同，还被要求办了
一张东莞的手机通信卡，对方让她充了100元话
费。工作人员还要求他给“嗨租”平台交了150
元的订金，如果第一期费用逾期，这150元订金
就不退还了。“刚开始我就还了第一期的520元，
剩下的11期都没有还，我家人叫我不要还，利息
太高了。”杨雪告诉记者，逾期后，起初“嗨租”平
台方态度强硬，声称将其告上法庭，甚至还收到
了法院的传票。最终，家人为她支付了手机的
全价与“嗨租”平台和解。

手机原价不到三千
逾期利息上万

杨雪的遭遇并非个
例。今年刚满17岁的王
绪（化名）也是在“嗨租”
平台租了一款3千多元
的手机。按照系统自动
计算的租金，他每月要
还490元，分12期。但
他事后发现，逾期后利
息越来越高，目前逾期
产生的费用已高达6千
多元。王绪说，逾期两
天后，要还的钱就一下
涨到5000多元，第二次
逾期后，就涨到了6000
多元，而手机本身才价
值3000多元。“（平台）
打电话就说要起诉我，
然后他就打给我家人，
我家里人帮我还了一
点，（平台）就没起诉。
还差4000多元，已还了
2000多元。”没有固定收
入的王绪，不知道这笔
钱要还到何时。记者联
系到多名未成年人，他
们均表示被“嗨租”平台
误导，逾期利息利滚利，
无力偿还。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
台搜索“嗨租”“手机租
赁”等关键词，查询到
600 多条相关投诉，大
多消费者反映称被线下
店铺或“嗨租”平台诱导
办理分期，甚至有不少
投诉称，该平台涉嫌违
规操作高利贷，诱骗未
成年不良消费。范先生
是一名成年人，也到网
上投诉“嗨租”。他表
示，很多人都像他一样
被手机店工作人员连哄
带骗地忽悠了，“我在手
机店办理的，就帮我们
下载个App，然后测试
一下我们的（信用）额度
是多少。一般未成年的
话，额度往往要倒贴钱
进去才可以办理。像我
们成年人，基本上价格
都是说的刚刚好给你
的，然后要150元押金，
就这样就通过（审核）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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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租”平台的运营方为重庆趣嗨租科技
有限公司。公开信息显示，该公司于2017年
注册登记，注册资本为500万，法定代表人为
黄某某，登记机关为重庆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重庆趣嗨租科技有限公司官网上，这
家公司宣称，自2016年以来，率先在全国范围
内建立了“嗨租”平台，实现共享手机的租赁模
式。“嗨租”为全国各地的蓝领提供优质的租赁
服务，租赁产品包含电子设备（手机、电脑、相
机等）、办公用品（办公桌椅、空调、复印机等）
租赁和销售服务（以手机租赁为主）。目前业
务覆盖了重庆、上海、四川等地的几万家线下
实体店。这家公司宣称打造hi生活蓝领综合
服务平台，其官方账号发布的视频称：“hi生活
平台汇集各类大牌及电子产品，可享受随租随
换随退，让用户不仅只是租赁一部手机，而是
享受hi生活平台庞大的商品库。”在其官网产
品专区，记者看到，租赁一部5G苹果12型号
的手机，每天只要9.9元起；pad平板电脑租
赁，每天3.3元起；电脑租赁，每天3.5元起；耳
机配件每天1元起，而期违约金分别为:20%、
15%、10%、5%。

11日，记者通过工商登记备案的办公电
话，联系到重庆趣嗨租科技有限公司的前台工
作人员。对于消费者大量网络投诉，这名工作
人员说：“第一我们没有卖手机，第二我们也不
是高利贷。”记者给前台工作人员留下了姓名
和电话，但截至发稿，未收到该公司的任何回
复。记者查询公开信息发现，因消费者逾期未
按时付租还息，在重庆市渝北区法院，该公司
作为原告，将大量消费者告上法庭。截止目
前，累计的司法案件达1019件，裁判文书已多
达574份，其中2021年的案件占比最大，案由
均为租赁合同纠纷。

消费者未按时付租还息
租赁公司起诉诸多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李斌律师认
为，此类消费投诉，如果涉及未成年人，应首先
判断合同是否有效。“分期的费用是不是过分
高于损失，怎么认定；违约金的标准能不能调
整，怎么调。这个成本到底该支付多少是合理
的，这应该是个争议焦点。”北京市地石律师事
务所窦冬辰律师认为，投诉的消费者中有不少
是未成年人，或是刚入社会的年轻人。这类群
体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往往在不理解合同内
容的情况下签订协议，最终导致权益受损。如
果这部分消费者签订合同过程中被欺诈或胁
迫，应诉时，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租赁合
同。

乔烽律师事务所主任乔烽律师也对总台
央广中国之声表示，涉案金额多为几千元，属
于小额诉讼，但平台诉诸法院后，出于恐惧、维
权成本过高等因素，大多未成年人逃避问题导
致不积极应诉，错失主张权利的机会。在中国
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看来，即使法院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请求，
也不意味着“嗨租”平台的所谓租赁行为就一
定合理合法。陈音江表示，“本身它是一个租
赁机构，网上这么多消费者投诉，它的经营模
式起码应该值得有关部门重视。有关部门应
该及时介入，查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合法合理的
经营行为，是不是存在隐性的安全风险，尤其
是否存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陷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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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张泽群等老友发文

悼念央视著名主持人赵赫

太突然了，好好休息！

记者采访时，敬一丹哭红
了眼睛，并哽咽着说自己和赵
赫曾在一起搭档了 5年。“他
是一个特别好的同事，跟他搭

档的时候会特别信任他，他永
远是靠谱的一环。能与靠谱
的好人共事，是缘分，祈愿你
在天堂安好！”

1月10日晚，央视主持人张泽群最先公
布了这一噩耗。他在配文中复述了一遍《经
济半小时》的经典台词，并写道：“沉痛悼念、
深切怀念赵赫老师。”

财经频道主持人谢颖颖
视赵赫为良师：“正式步入央
视的第一个节目，我有一句
话总是说不好：‘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您说，在这句

话前面，加一个‘好啦’，这样
就像和观众在聊天。于是，
从那时候到现在，每当我说
到这句话，都能看见您的笑
容……您好好休息吧。”

天津电视台主持人王喆
称赵赫为“师叔”，他说自己
曾在《经济半小时》担任过解
说词录制的工作，当时赵赫作

为节目负责人给了他很大的
工作帮助和业务指导。并发
文 称 ：“ 恩 师 远 去 ，王 喆 泣
拜。”

前央视主持人、知名电视
节目制作人郑毅，对赵赫去世
的消息表示出震惊：“真没想到
这么突然！60 岁，刚刚退休
啊。”他回忆起上次在台里见到
赵赫，两人许久未见，对方非常
关心他的生活近况，谈笑仿佛

还在昨日，不想竟成了永诀。
11日早上，他二度发长文：“想
想赵赫老师，真是为他惋惜、痛
心！央视老员工，在主持人和
经济频道相关领导岗位上奉献
了一辈子，低调、本分、兢兢业
业。”

前央视主持人凯叔也发文哀叹：“善良
不在嘴边，忠厚从不挂像。”对他来说，赵赫
也是值得尊称一声“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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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击手狙击手》》发布导演特辑发布导演特辑

张艺谋：等不到真雪
不开拍

生活报讯（记者 王晓晨）日前，
导演张艺谋首次进军春节档电影《狙
击手》发布导演特辑。导演张艺谋动
情讲述创作初衷，依靠中国力量讲出
中国故事，坚持写实的创作致敬理
念，不等到真雪决不开拍。

《狙击手》以抗美援朝战争中鲜
为人知却意义重大的“冷枪冷炮运
动”为背景，讲述了狙击手五班战士
在敌我军备力量悬殊的境地下英勇
战斗的故事。为贴近抗美援朝真实
战场，张艺谋带领制作组辗转多地，
不仅在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实地拍
摄，而且精益求精，“等不到真雪不开
拍”。

据了解，电影《狙击手》定档2月
1日大年初一，由张艺谋、张末联合
执导，陈永胜、章宇、刘奕铁、黄炎、王
梓屹、陈铭杨、王乃训、程泓鑫、张译、
林博洋出演。

生活报讯（凤凰）1月 11日，网
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出辽宁卫视春晚
彩排现场的视频，冯巩、闫学晶等人
齐聚一堂，引起大家关注。

64岁的冯巩被大家簇拥现身，
人气依旧非常旺，不时与身边人交
谈着。冯巩听到观众们的欢呼声
后，露出灿烂的笑容，双手合十的姿
势特别有礼貌，丝毫没有大咖架子。

前不久在网络上爆红的“张同
学”，也来到了辽宁春晚彩排现场。
首次登上大型晚会，他在台下稍显
紧张，但还是在尽力调整自己的状
态。此次，“张同学”与知名演员郭
冬临一起表演小品，两人外貌和身
材都有些相似，站在一起好似兄弟
一般。

除了上述嘉宾之外，潘长江、贾
玲、张小斐等人也被曝会参与录制，
不过辽宁台暂未官宣。

辽宁春晚彩排现场曝光辽宁春晚彩排现场曝光

郭冬临 网红张同学
有望搭档演小品

生活报记者注意到，排在
借阅榜前9位的，除了位于第
七位的哲学社科类图书《钝感
力》，其他的皆为文学类和历
史类的图书，很多经典书籍，
如《平凡的世界》、《红星照耀
中国》等一如既往地受欢迎。
据工作人员介绍，《平凡的世
界》在2020年图书借阅排行
榜就位于第一位。

历史类图书《明朝那些
事儿》以120次，位居借阅排
行榜第二位。而文学类图书
《三体》、《平凡的世界》以借
阅96次、91次，分别位居排
行榜第三、第四位。排在第
五位的是历史类图书《红星
照耀中国》，借阅次数58次。
文学类图书《活着》以借阅41
次，位居排行榜第六位。

哈尔滨市图书馆公布哈尔滨市图书馆公布20212021年借阅排行榜年借阅排行榜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登榜首 经典依旧受欢迎
生活报讯（记者 王晓晨）日前，哈尔滨市图书馆

公布2021年各类别的图书借阅情况。从榜单情况
看，文学类和历史类的图书还是读者借阅的主体，与
往年不同的是，2021年拔得头筹的是历史类图书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借阅册次达到132次。

据哈尔滨市图书馆借
阅部工作人员介绍，2021
年，有15万人次从该馆借
出18万册书籍。其中，《半
小时漫画中国史》借阅次
数达到了132次，这本书的
借阅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据了解，《半小时漫画
中国史》以幽默诙谐、略带
调侃的方式，用深入浅出、
遍地铺梗的漫画为读者讲

述了一部极简中国史。
大学生读者小杨直言：

“这本书讲的是高冷的历
史知识，而作者创作时给
它们穿上了‘搞笑幽默’
的漫画外衣。原本枯燥、
生涩的知识由此变得生
动，而且书中保留了最精
华的历史大事件，既有知
识性，又有趣味性，让读
者更容易接受。”

《《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书籍等经典书籍

仍大受欢迎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半小时漫画中国史》》

借阅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生 活 报 讯（记
者 王雪莹）1 月 10
日，著名主持人赵赫
在北京因病去世，享
年 60岁。当晚，主
持人张泽群透露了
赵赫的死讯后，圈内
人士纷纷发文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