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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富田城三号院”小区项目位于郑州市管城

区 金 岱 路 东 、 鼎 瑞 街 南 。 项 目 总 占 地 面 积
88903.89m2，总建筑面积 516473.40m2。 现公开招
标选聘前期物业管理公司。 一、投标单位资格要
求：1、资信良好，且需通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的
资格预审；2、无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
二、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5 月
13日 -5 月 17 日。 三、投标资格预审方式：线下资
格预审、线上报名。四、招标文件领取地点：郑州市
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与商务东四街交叉口联合置业
大厦 716 房间（通过线下现场资格预审后获取招
标文件）联系电话：0371-67889731

招标人：郑州兴源置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3 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郑州市物业管理条例》

等法规、政策的规定，河南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决定对
“郑州西部国际车城二期建设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用
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内容：“郑州西部国际车
城二期建设项目”位于荥阳市中原路与京城路交叉口西南
角；占地面积 11011.50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300.03 平方
米；容积率 2.497；绿化率 25.60%。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
1、资信良好的物业服务企业。 2、必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
的资格预审。3、有欺诈、违约、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
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
间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5 月
13日 -2019年 5月 17日。 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
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物业管理科 联系电话：60259139

招标人：河南艾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13日

招标公告
按照国务院 《物业管理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等法规、政策的规定，郑州金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决定对金地格林小城 S4 期建设项目的前期物业服务采
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招标物业区域的简要说明：项目位于荥阳市
昌蒲路与丁香路交叉口西南侧，总占地面积 30536.83m2，
总建筑面积：122705.4m2， 容积率：3.197， 建筑密度：
21.37%，绿化率：30.07%。 二、投标单位资格要求：1、必
须通过房产行政主管部门的资格预审。 2、有欺诈、违约、
违规等不良行为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不允许参加投标。
三、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和地点：1、投标报名及
招标文件领取时间：2019 年 5 月 13 日 -2019 年 5 月 17
日；2、招标文件领取地点：荥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中心
物业管理科，联系电话：60259139。

郑州金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13 日

“伊斯兰国”宣称
在印度建“省”

“伊斯兰国”10日经由发声渠道阿马
克通讯社宣称，在印度新建立一个
“省”。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是一极端
组织首次在印度宣称建省。

“伊斯兰国”在声明中宣布这一决
定，同时声称这一组织的成员在印控克
什米尔绍比安地区打死印度士兵。

当天早些时候，印度警方在一份声明
中说，安全部队在绍比安地区与武装人员
交火，击毙一名名为索菲的武装人员。

印度安全官员说，索菲涉嫌发动多
起针对安全部队的手榴弹袭击。他据信
在效忠“伊斯兰国”以前加入过多个活跃
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极端组织。据新华社

近年来，APP刷量、电商刷单、公号
刷阅读量等互联网产业“毒瘤”屡遭曝
光。业内人士指出，盲目信奉“流量为
王”的背景下，数据流量造假破坏了诚
信、公平等基本的市场原则，侵害消费者
权益，给行业长远发展“埋雷”。

去年7月，海淀警方接到一网络公司
报案称，与某推广公司签署推广协议并
交纳推广费用后，该网络公司开发的
APP产品下载安装量与实际使用情况存
在巨大差距，只有下载安装量却没有实
际使用量，怀疑推广公司存在诈骗行为。

经海淀警方专案组侦查发现，该推
广公司接到项目后找了一些渠道推广

商，而这些推广商再找到一些小公司，通
过虚构该公司APP产品的下载安装量达
到诈骗推广费用的目的。在掌握相关证
据后，警方分赴汕头、广州和深圳对多家
涉案公司开展调查。

抓捕行动中，警方在汕头一家涉案
公司内控制了6名嫌疑人，并发现多个装
满手机的“手机墙”，每个“手机墙”由近
百部正在运行的手机组成。办案民警介
绍，每部手机都在通过自动程序重复着
从手机APP市场点击、下载并安装运行
软件的动作。在这些手机不断点击下载
的程序中，报案公司开发的APP产品也
在其中。

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说一伙武
装人员当天下午向珍珠洲际酒店入口处
的保安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随后闯
入酒店；一名保安身亡。

德新社报道，袭击当地时间下午5时
左右发生。巴基斯坦方面多名官员早些
时候说，3名枪手发动袭击。

军方说，安全部队出动，封锁酒店周
边区域，把武装人员围堵在通往酒店顶
层的楼梯上。瓜达尔市政府官员阿斯拉
姆告诉法新社，酒店房客全部疏散，剩余
一些员工，据信至少3人受伤。他没有披
露伤员是酒店员工还是安全部队人员。

俾路支省内政部长朗高当天晚些时
候说，安全部队击毙全部4名袭击者。

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在社交媒
体“推特”发布留言，说派出4名成员发动
袭击。“俾路支解放军”先前在俾路支省
策划发动多起袭击，巴基斯坦内政部
2006年4月把它列为恐怖组织。

巴基斯坦一些官员先前说，安全部
队已经提高警惕，防范5月初至6月初斋
月前后发生袭击。

瓜达尔市位于俾路支省首府奎达市
西南大约700公里，事发酒店坐落在瓜达
尔港附近一处山坡上，是当地唯一一家
豪华酒店。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
份，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活动。
奎达市一个蔬果市场4月12日遭自杀式

炸弹袭击，20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宣称发动袭击；一伙武装人员同月18
日在俾路支省拦截多辆客车，枪杀 14名
安全部队成员。

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 2014年
12月袭击西北部白沙瓦市一所军人子弟
学校，致使15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政府
随后采取一系列反恐措施，加大对恐怖
主义的震慑力度。
据新华社

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
法国国民议会 10日辩论 13个小时，

继而就重建巴黎圣母院通过一份议案，
加速重建工程中的诸多程序，以确保5年
内完成重建。

法国文化部长里斯特当天告诉国民
议会，虽然 5年工期相当紧迫，重建工程
“不会仓促行事”。

新议案随后将送交参议院，预期5月
27日诉诸表决。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
畔，始建于 1163年，1345年完工，是法国
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之一，因法国文豪
雨果同名小说而闻名世界，由联合国教育
科学文化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座大教堂 4月 15日突发火灾，19
世纪增建的标志性尖塔倒塌，木质屋顶
坍陷。事发大约 15个小时后，大火得以
扑灭。法国总统埃马克龙随后表示，希
望5年内重建这座历史建筑。据新华社

“手机墙”同时操作自动下载APP，“刷”高注册量后骗取客户推广费

“流量造假”4个月“刷单”骗走1200多万
用2000部手机排成几面“手机墙”，每部手机同时操作自动下载APP、“刷”高注册量后骗取客户推广费……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获悉，按照公安部“净网2019”专项行动部署，北京警方在广东警方的

配合下打掉一个利用计算机软件控制大量手机虚拟下载安装APP产品骗取推广费的犯罪团伙，APP刷量问
题再度引发关注。

“流量造假”现象亟待严惩
受访者认为，原本APP下载量依靠

的是自然搜索、付费广告、内置推荐等路
径，推广效果与其触达率“同步”，但刷出
来的下载量直接绕过“新用户”环节，留
下的数据没有意义，影响到投资者信心
的同时也影响整个市场信用。互联网评
论员丁道师认为，消费者也是APP“刷量”
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刷量形成了巨大的
下载量后排名靠前，但是消费者下载后
发现并不好用，一般就会果断删除，浪费
了消费者的时间和流量。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介绍，流量造假可以被纳入多个
法律调整的范畴，这种现象亟待严惩，例
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进行了规
制。涉及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知情权，还
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针对推
广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发生纠纷，也适用
合同法对受损者进行保护。

受访者还指出，需要加快法治和信
用环境建设。如果完善法治环境，使得
职业“刷客”和刷单、刷量行为的违法、失
信成本显著提高，那么企业自然关注的
是如何做好产品，而不是不计手段、成本
地制造虚假流量。据新华社

记者注意到，相比“电商刷单”“刷浏
览量”等数据造假行为，APP“刷量”更加
“简单粗暴”。

在2018年海淀警方破获的相似案件
中，一家名为“重庆左岸科技公司”的企业
就购置万部手机，设置“手机墙”刷出手机
APP下载注册的虚拟数据，骗取推广费
用。根据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日前公布的
一份刑事裁定书，这家公司用“手机墙”在

短短4个月时间“刷单”骗走1200万余元。
为何APP“刷量”成了行业顽疾？一

名互联网从业者透露，由于当前APP在
推广方面的竞争非常激烈。“正常渠道获
取新注册用户的成本在每个4元左右，但
推广费中很高比例会被无良推广商‘薅
羊毛’骗走。以游戏为例，虚假数据量表
现在注册人数和下载量大幅提高，但付
费率完全没有提升”。

每个“手机墙”由近百部正在运行的手机组成

APP“刷量”更“简单粗暴”

巴基斯坦酒店遇袭多人死伤

武装人员投掷手榴弹后开枪射击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港
口城市瓜达尔一家五星级酒店11
日下午遭遇袭击，4名武装人员和
一名酒店保安死亡，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瓜达尔市“珍珠洲际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