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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中友好，步步登高。”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近日在大使官邸接受海外网采访时，用中文对韩中

关系未来给予了美好祝福。“我爱吃北京烤鸭、四川火锅……”担任驻华大使仅几个月，张夏成却对中

国菜如数家珍。除了美食，张夏成还强调自己的座右铭来自《论语》，并且喜欢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可

以说，张夏成自身经历就体现出中韩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架起了一座中韩人文互联互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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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韩国人了解当代中国

张夏成非常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
会，他从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年轻时喜欢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论
语·雍也》 中的名句‘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我的座右铭。之前
在美国读书时，是这句话让我克服了许多
困难，它是我的心灵支柱。”

张夏成的个人体会，也折射出很多韩
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张夏成介绍，不
少韩国年轻人都读过《三国演义》《楚汉演
义》等中国历史题材小说，《甜蜜蜜》和《月
亮代表我的心》是KTV常备曲目。

在张夏成眼里，中国的现代美术也非
常吸引人。韩美林、吴为山等一批当代
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令张夏成印象深刻，
他还专门参观过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相
关展览。

此外，在韩国高丽大学教中国留学
生、在中国高校交流的经历也让张夏成对
中国学生和中国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他
发现，韩中两国高考竞争文化都有相似之
处，为了在激烈的高考中脱颖而出，往往
是“一人高考，全家上阵”。张夏成希望，
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外，能够让更多韩国人
了解当代中国文化。

在解释人文交流对两国关系发展的重
要性时，张夏成表示，两国关系的亲疏不
是单纯由地理距离决定的。两国只有民心

相通、文化相通才能有更多的交流。韩妆
在中国的流行便是两国青年情感相连的一
个例证。“为了让韩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能有
更多交流，我希望韩中青年间的交流能更
加活跃。”

助推韩中不断扩展合作

如果说人文交流是中韩关系发展的
“润滑剂”，那么经贸往来的深入发展则是
中韩关系的“助推器”。

中国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进口
来源国和出口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
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

出 口 对 象 国 。 2018 年 ，中 韩 贸 易 额 为
3134.3 亿美元，比 2017 年增长 11.8%。2018
年，中国对韩投资额也较 2017 年增长了
57.1%。张夏成表示，与建交初期相比，韩
中两国贸易额增加了 40 余倍。

展望两国经贸关系发展前景，张夏成
十分乐观。他高兴地表示，在 6 月召开的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上，韩中两国
元首共同表示将加快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第
二阶段谈判。这意味着，两国将不断扩大
贸易、科技、财经、环保等领域合作，是
非常积极的方向。

张夏成分析，韩中建交初期，许多韩
国企业来华主要是为了便宜的劳动力成

本。如今，三星、现代等韩国企业来华追
求的则是技术以及广阔的市场。随着中国
经济转型升级，韩中经贸往来也应该超越
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格局，扩大到服务业和
投资领域。张夏成表示，未来他将着力推
动韩中经贸合作下沉到地方层面，拓宽保
健医疗、文化产业、生态环境、技术等更
多领域的合作。

看好中国经济发展潜力

张夏成对两国经贸合作的信心，很大
程度来源于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驻华大
使的身份之外，张夏成还是一名经济学
家。曾在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任委
员长达 8 年的经历，让张夏成对中国经济
有了第一手的观察。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
展，张夏成深感钦佩。他特别谈到，在解
决近 14亿人口的脱贫问题上，中国取得了
前所未有的成就。

对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
展的新阶段，张夏成也分析中肯。他表
示，2018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接近1
万美元。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看，在这
个阶段还要求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是
不合理的。考虑到中国的经济体量，目前
保持 6%—6.5%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十分
可观。

张夏成认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
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个因素是科技创
新。虽然在一些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还存
在差距，但在一些前沿领域中国已经开始
领先。另一个因素是近 14 亿人的国内市
场，这是中国独特的优势。以一个如此庞
大的市场为基础发展服务业，无疑将释放
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张夏成注意到，当前中国在扩大对外开
放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国内市场的重视。“中
国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张夏成说。

本报北京电 （朱惠悦） 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一直制约着中小企业转型发展，
随着央行、银保监会等一系列政策落地以及
科技助力，中小企业融资更有大数据依据。

“中小企业区块链融资平台”研讨会日前召集
数十位中小企业主、金融机构债券发行负责
人，共同探讨新兴网络技术区块链将与中小
企业融资碰撞出火花，“金融+科技”模式将
提升企业服务效率。

致力于搭建中小企业区块链融资平台的
上海祺鲲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区业务副总裁王
佳宜介绍：“银行针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偏好
较弱，很大原因是来源于信息不对称。而通
过区块链技术捕捉企业业务和现金流，并实
时监控，能够帮助中小企业以真实的应收账
款数据为依据，获得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技术创新、经济发展
等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近日，央
行、银保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报告（2018）》中要求进一步改进中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思路，提出要“加强金融科技
运用，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效率”。

在“金融＋科技”的驱动下，祺鲲科技
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中小企业区块链融资平
台”，运用区块链技术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形
成过程记录并呈现出来，助其以真实的应收
账款数据为依据获得无担保、无抵押贷款。
这一功能的实现归功于祺鲲科技的专业嗅觉
和区块链自身的技术特性。自 2008 年由中本
聪发布以来，区块链得到了来自金融界的关
注和重视。区块链平台可追溯、可留存、不
可篡改的特点，使得原本难以验证的大量交
易信息在供应链上全面真实呈现，保证了企
业信息的真实性。

2019年7月，祺鲲科技与意大利投行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祺鲲科技的多种金融科
技证券化产品在卢森堡债券市场进行挂牌交
易。身处金融行业与互联网科技深度融合的
潮流中，王佳宜希望未来将中国智慧扩展至全
球，打造更多中国科技企业与海外金融机构融
合的创新案例。

随处可见慎下载

“看个新闻就能把钱挣了”“走走路就可以领钱了”，
赚钱类 APP 一般利用此类宣传语吸引用户，听起来毫不
费劲的赚钱方式不禁令人心动。

北京某高校大学生小文告诉记者，自己在玩游
戏、刷微博、看短视频时，经常会看到植入的赚钱类
APP 广告。“有几次我玩手游，一局结束后游戏里提示
看个短视频可以增加经验值，我就点进去了。一看是

‘趣头条’的广告，视频里称每天在‘趣头条’上看新
闻达到一定时长可以挣零花钱。”小文说，“刷短视频
时，还在页面底部看到过‘淘头条’‘微鲤’等多个赚
钱 APP。”

除了在各大网络平台植入广告之外，记者发现，多
个应用商城中也存在大量赚钱类 APP，涉及多个品类，
阅读新闻赚钱、转发文章赚钱、试玩 APP 赚钱、走路运
动赚钱、知识问答赚钱、问卷调查赚钱……关于赚钱类
APP 的经验贴也在网上随处可见，这些文章大多以诱惑
性文字为标题，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为APP做推广。

用户利用零散时间在手机上进行简单操作就可以获
取一定回报，这一诱惑吸引了许多手机用户参与。不少
APP 采用“第一次注册奖励”吸引用户点击下载，而用
户在初期获利尝到甜头后，又会在“成功推荐亲朋好友
得奖励”的诱惑下向他人介绍，这些都加速了此类 APP
传播。

费时费力提现难

下载这些 APP 是否真的就能赚钱呢？一些用户使用
后才发现，所谓的“赚钱”并没有那么容易，绝非简单
看看新闻。

“广告上声称的收益和实际十分不符，第一次注册

奖励几千金币，注册后发现几千金币实际还不到 1 块
钱。”下载过某资讯类赚钱 APP 的小黄对本报记者说。
根据该平台规定，阅读资讯、观看视频、分享新闻、签
到等都可以换取金币。然而，按照兑换原则，用户至少
要阅读四五百分钟的新闻资讯或者观看十几个小时的短
视频，才能赚取1元钱，进而才能在该APP提现。“花费
大量时间和精力赚这 1 块钱，很不值当。有些平台还要
累积到一定数量的金额才能提现，1块钱不能提。”小黄
说，最终，他选择了放弃这款下载量不错但根本赚不到
钱的APP。

除了耗费精力之外，“赚钱”门槛越来越高也是小黄
放弃的原因。“起初它会用一些丰厚的奖励让你觉得‘赚
钱’很容易，不过后来，随着我的积分越来越多，它设
置的任务门槛也越来越高。每天都需要完成许多繁琐且
耗费时间的任务，实在令我不能忍受。”小黄说。

不过，完成不了任务并不重要，赚钱类 APP 早已为
用户埋下了另一个“套路”——通过“拉人头”赚钱。
记者发现，许多 APP 都设置了丰厚的推荐奖励，与看新
闻赚钱相比，这种赚钱方式似乎轻松得多。拿趣头条来
说，目前在趣头条上邀请一位用户可以得到9元，邀请越
多赚得越多，最高可达13元/位。而以走路能赚钱为噱头
的趣步，则将拉人头数量与用户等级、收益挂钩。通过
邀请的方式，赚钱类 APP 迅速在手机用户中推广开来。
记者发现，目前，趣头条、微鲤分别占据苹果应用商店
新闻类和社交类应用第5名、第7名。

审查把关严整治

业内人士表示，赚钱类 APP 大多利用丰厚的邀请奖
励获取用户点击下载，进而赚取利益。而充斥这些 APP
内的，是大量广告和八卦、猎奇信息，内容质量堪忧。
不少广告点入后并没有明确的产品信息、生产者和销售
者信息，而是要求用户添加微信后依据对方的指导下单。

目前，一些地方已展开对赚钱类APP的整治。今年6
月，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趣头条、惠头条等聚合资
讯类平台，要求相关企业加强广告发布前审查把关、加
强互联网信息管理，杜绝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同时提醒
消费者，不要轻信此类玩手机、刷微信轻松赚钱的广
告，以免上当受骗。上海市场监管局表示，通过添加个
人微信订购无资质的减肥、补肾等产品，可能购买到非
法添加的有害产品，而且事后很难通过正当渠道进行消
费维权，存在极高风险。

记者还发现，少数 APP 为了躲避监管，不在正规应
用商店上架，而是选择在网络上发帖。与违法广告一
样，这类 APP 均需要添加微信并依据对方的指导操作才
能下载。

目前，赚钱类 APP 还处于法律真空状态，需要相关
部门尽快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专家表示，赚不到钱
才是赚钱 APP的实质，而 APP利用奖金诱导用户发展下
线拉人头的行为涉嫌传销。

顶着盛夏的毒辣
日头，扛着 40 斤重的
摄像器材，海外网“我
在中国当大使”全媒体
采访组出发前往韩国
驻华大使官邸。付勇
超是栏目组的摄像“担
当”，满载机器镜头的
背包在他的肩头勒出
深深的痕迹，高温的烘
烤让汗水浸透了他的
衣衫。

艰苦的拍摄环境
并没有减退采访组的
工作热情，走进院落大
门，我们敏锐地将镜头
对准了带有浓郁韩国
风情的红蓝灯笼、庭院
楼阁。采访组的导演
和主持都是年轻姑娘，
此时大家都顾不上防
晒，顶着日头、眯着眼
睛一条条进行片头片
尾的口播录制。

进了官邸，采访组
顾不上喝口水、擦把
汗，立刻开始支脚架、
调机位、换景别、布场
景……为了节约时间，
复杂的架设过程仅用
3 分钟就完成了。“用

镜头说话，让画面传情，和大家一起听听
这些驻华大使讲述中国故事。”付勇超说。

挖掘驻华大使的中国故事，寻找中
国与世界各国的情感共鸣点，正是海外
网“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的初衷。此
次采访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过程非常
顺利。张夏成与中国缘分深厚，从中韩
高考到中国美术，再到大使最喜欢的四
川火锅，在我们一个个超出原定采访提
纲的追问下，大使反而谈兴愈浓，对中
国的亲近感溢于言表。

轻松愉悦的采访现场，还发生了不少
有意思的小插曲。一直用韩语对话的大
使突然字正腔圆秀了一段《论语》名句，在
介绍官邸灯笼背后的韩国文化时主动“爆
料”和夫人的婚礼趣事，合影前大使夫人
细心为大使整理头发……我们的镜头没
有错过任何一个生动画面。除了确保摄
像机拍摄正常的访谈画面，一到采访现场
我们的所有手机都保持相机拍摄界面，以
备随时抓拍稍纵即逝的瞬间，最大程度给
受众带去参与感与现场感。

对海外网“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全
媒体报道的思路和做法，使馆工作人员主
动表达赞赏。“‘我在中国当大使’的图文
与视频报道我们都看了，这样的传播方式
非常有意思！”韩国驻华大使馆文化新闻
官金万洙说，希望通过海外网覆盖海内外
上千万用户的全媒体传播平台，让更多人
加深对韩中友好关系的认识。

“《论语》名句是我的座右铭”
——访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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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
助力中小企业融资

切莫轻信“看个新闻就能把钱挣了”“走走路就可以领钱了”

“赚钱APP”真的能赚钱吗？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切莫轻信“看个新闻就能把钱挣了”“走走路就可以领钱了”

“赚钱APP”真的能赚钱吗？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在“人手一部”手机的年代，读新闻、看视频、打游戏已经成为一件寻常事。随着“低头族”不断增加，一

些人却开始在寻常事上打起了主意。一批打着“看新闻、看视频、走路能赚钱”旗号的赚钱类APP （应用程序）

频繁出现，吸引大量用户下载安装。然而，记者发现，赚钱APP并非真的能赚钱，从注册使用到现金提现，整个

过程圈套重重，一不留神，不仅白费功夫，还可能掉入陷阱。

多款号称“看新闻就能赚钱”的 APP，根本没有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新闻”也多为猎奇、八卦等垃
圾信息。 郭德鑫作 新华社发

多款号称“看新闻就能赚钱”的 APP，根本没有互
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新闻”也多为猎奇、八卦等垃
圾信息。 郭德鑫作 新华社发

海外网 付勇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