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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据新华社电

人工智能技术与命理

术相遇， 被“AI 面相” “大数据算命”

等小程序、 微信公众号、 App 跨界融

合。 记者调查发现， 所谓的“AI 算

命”， 不过是披着科技的外衣， 背后是

一条分工完整的“吸金” 生意链。

看相也玩酷炫黑科技？

扫描微信二维码， 上传一张面部

照片， 智能软件解码后就能生成一份

号称“看透你一生” 的分析报告。 类

似这种主打人工智能看相的微信公众

号、 小程序和 App 并不少见。 在微信

上搜索“AI 算命”， 仅相关的公众号就

有近 60 个，比如“神算子 AI 面相”“大数

据AI面相”“AI智能算命大师”等。

一个名为“面相研究所” 的微信

公众号在首页上是这么自我介绍的：

“相由心生， 境由心转。 面相学通过观

察面部特征来解码人生命运， 我们的

程序则利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和

人脸识别定位技术将这一中国传统文

化重新呈现。” 其界面上显示， 目前已

生成 80 多万份面相报告。

人工智能真能看相？ 从事面部扫

描开发的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翁冬冬介

绍， 面部扫描主要是通过读取脸上的

特征点， 用于身份识别， 这是当前的

主流方向。 通过肤色和其他细部特征

辅助判断疾病有一定可能， 但用于看

相并不具备科学依据， 娱乐性质更多

一点。

翁冬冬介绍， 这样的程序开发门

槛并不高， 在网购平台花几百到几千

元购买外包服务就能很快开发出来。

“如果说它有作用的话， 最多可以起到

筛选人的作用———信这些命理术的人

相对来说更容易上当受骗，更容易成为

不法分子的‘目标’。 ”

躺着算钱的“AI算命”

记者调查发现， “AI 算命” 有自

己的“吸金” 套路， 并逐渐形成了一

条分工明确的生意链。

不少“AI 算命” 都以免费来吸引

用户。 记者在一个名为“AI 面相解析”

的微信公众号里输入照片， 很快便生

成了分析报告。 但这份报告是不完整

的，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感情分析、 事

业分析等子报告， 需要额外付费， 解

锁全部报告需要 28.8 元。 同时， 程序

还默认一个人的微信只能做一次测评，

如果想多做， 必须支付 4.9 元或邀请好

友测评。

记者调查发现， “AI 算命” 只是

一个噱头， 实质上是通过诱导分享、

发展用户来吸金。 不少“AI 面相” 类

程序都在显著位置说明招募项目代理

商。 记者联系“AI 面相解析” 客服，

顺利成为一名项目代理。 客服介绍说，

项目代理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朋友圈、

社群、 公众号转发带二维码的产品海

报； 一种是发展自己的代理， 从代理

的订单中提成。 “通过扫描你分享的

二维码进来的就是你的订单。 用户扫

码支付后， 你可以提取七成， 剩下的

三成给平台。” 客服解释说。

平台是最大的获利者，项目开发者

基本属于“躺赚”。 通过客服提供的账

号，记者进入了一个名为“七零流量变

现平台”的管理系统。 在后台，不仅可以

清楚地看到代理商的“直推收益”“代理

收益”，也可以进行产品推广，生成推广

链接。 系统默认的产品价格是 28.8 元，

代理商推广的收益按比例都要上交平

台，代理佣金可提现。 客服介绍说， 有

资源、 有自己社群的代理商月收入可

过万元。

由于成本低廉、 利润丰厚， 不少

命理类新媒体大号受到资本市场欢迎，

如“s 神棍局 s” 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里获得了近千万元的融资， 该号因违

反相关规定已被停止使用， 但类似的

公众号、 小程序等依然层出不穷。 在

一个网购平台上， 提供“AI 面相”

“AI 手相” “AI 字相” 等程序开发服

务的店铺就有 100 多家， 有的还打出

了“2019 最吸金项目” “吸金小能手”

等广告。

对“AI算命” 有必要加强监管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家胡建新

表示， 不少年轻人不会相信那种街头

的算命先生， 但这些号称科学算法的

算命很容易迷惑人。 同时， “AI 算命”

存在极大的信息泄露风险。 例如， 微

信公众号“AI 面相研究所” 明确要求

上传的照片“正面” “五官清晰 ”

“不戴眼镜” “无刘海遮挡”。 胡建新

表示， 如此清晰的生物信息很容易被

一些不法 App 或小程序利用。

一些专家认为， “AI 算命” 一类

的经营行为处于“灰色地带”， 属于

“打擦边球”， 有必要加强监管。 记者

通过微信公众号“AI 手相研究所” 支

付了 4.99 元获取分析报告， 最终收款

方是“成都品途科技有限公司”。 公开

资料显示， 其营业执照核准于今年 6

月， 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的开

发、 销售及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等。

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只要有经营行为， 就必须取得营

业执照， 线上线下都一样， 而算命、

看相等字样是不可能出现在营业执照

的经营范围内的。 江西省社科院邓虹

教授认为， 在线看相行为要么是无证

经营， 要么是打着咨询、 服务的旗号

违规经营。

此外， 代理零门槛、 层级无限裂

变、 收益按比例提成， “AI 算命” 的

营销推广模式也受到质疑。 江西艾民

律师事务所律师胡顺如介绍，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出

台的 《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对

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已经

有明确表述； “AI 算命” 营销推广，

如果代理层级多、 人数多、 金额大，

就可能有传销之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廖温勃 通讯员

刘元铃）

出生缺陷是导致围产儿死亡

的重要因素， 也是影响人口素质的重

要因素。 9 月 16 日， 广东省出生缺陷

防治人才培训班暨广东省出生缺陷防

治管理中心成立仪式在广州举行。 记

者在会上获悉， 广东 2018 年出生缺陷

发生率为 240.3/万， 已经连续 4 年下

降。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超声诊断科主

任尚宁介绍， 无脑儿、 严重脑膨出、

严重开放性脊柱裂、 严重胸腹壁缺损、

单腔心、 致死性软骨发育不良， 是目

前六大需要终止妊娠的致死性胎儿疾

病， 大部分可通过初孕期和中孕期的

排畸查出。

目前， 广东目前已初步建成覆盖

城乡， 涵盖孕前、 孕期、 新生儿各阶

段的三级出生缺陷防控服务体系。 记

者了解到， 2001 年至 2008 年， 广东新

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曾连续 7 年攀升，

2009 年首次回落至 276/万； 2006 年-

2015 年总体上趋于增长， 在 2014 年达

到高峰， 2015 年开始则持续下降。

广东省出生缺陷防治管理中心昨

日在会上正式成立， 该中心设置在广

东省妇幼保健院， 将主要统筹推进出

生缺陷防治项目实施， 指导做好婚前

检查、 孕前优生检查、 产前筛查与诊

断、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出生缺陷三级

预防工作等。

据介绍， 2018 年， 广东省开展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85.45 万人， 开展

免费地贫血常规初筛 77.45 万对， 孕期

唐氏筛查 72.17 万人， 孕期明显结构畸

形筛查 81.81 万人； 全省新生儿遗传代

谢病筛查 129.92 万人， 覆盖率 95.2%；

新生儿听力筛查 119.58 万人， 覆盖率

92.8%； 发现重症地贫、 唐氏综合征等

严重致死致残畸形儿 2914 例， 采取干

预性终止妊娠措施 2451 例， 有效减少

了严重缺陷儿的出生。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9月16日7时06分，随着

一列CRH1A型动车组驶出潮汕

站开往梅州西站， 梅汕铁路正式

进入试运行阶段。

梅汕铁路线路正线全长122.4

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北起梅

州市梅州西站，途经梅州、揭阳、

潮州三市， 在潮汕站与厦深铁路

接轨，全线设梅州西、畲江北、建

桥、丰顺东、揭阳、揭阳机场、潮汕

站7个车站。

据工作人员介绍， 试运行阶

段将进行运行图测试、 故障模拟

演练、应急场景演练、按图行车试

验等运行试验， 为正式开通运营

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线路开通运

营后，梅州到广州、深圳的列车最

快运行时间将分别缩短至3个多

小时和2个多小时，粤东北、粤东

地区将融入广深“三小时经济生

活圈”。

据新华社电

地铁不小心坐过站可

以默默坐回去，但是坐火车甚至高铁忘

下车了怎么办？ 会被处罚吗？ 铁路部门

表示， 其实坐过站是可以免费返回的，

而且适用于所有车型，包括G、D、C、K、

T、Z等字头列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

京客运段乘务科副科长任涛介绍，《铁

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 第三十七条规

定，旅客因误售、误购、误乘或坐过了站

需送回时， 列车长应编制客运记录交

前方停车站。 车站应在车票背面注明

“误乘” 并加盖站名戳， 指定最近列车

免费返回。 在免费送回区间， 旅客不

得自行中途下车。 如中途下车， 对往

返乘车的免费区间， 按返程所乘列车

等级分别核收往返区间的票价， 核收

一次手续费。

此外， 已经进站了仍没赶上火车，

旅客可改签当日其他列车，但只能在票

面发站办理，且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能

退。 如果当日没有其他列车，或者当日

其他列车没有余票， 就不能办理改签

了。

“算命是假，算钱是真”

———揭秘“AI算命”背后的生意经

火车坐过站怎么办？ 可以免费送回

适用于所有车型，包括G、D、C、K、T、Z等字头列车

广东出生缺陷率连续四年下降

梅汕铁路昨起试运行

到广州最快3个多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