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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租自己！记者调查发现
APP

本报讯 近年来，共享经济领域
涌现出各种产品，共享单车、共享雨
伞、共享充电宝……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共享”不到。但是，你听说过
可以租人吗？现在有一种网络平台，
只要你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租到
男友女友，陪吃陪玩陪看电影。而把
自己租出去的人，不仅可以得到一笔
可观的收入，而且还能最大化利用自
己的空闲时间。那么，这种租人 APP
是否靠谱？都有谁在出租自己？是
否存在非法交易？记者进行了一番
调查体验。
记者 张野 文/图

你知道吗，现在有不少人在

记者和租来的女大学生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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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手机号就能注册，发红包
可以和更多人打招呼聊天

记者在软件商城搜索关键字“租
人”
，
马上显示出不少 APP。记者下载了
一个有80 万以上下载量的
“租我么”
。
记者打开 APP，提示使用前需要
注册，注册时只要填写手机号，然后进
行人脸登记，就能登录使用。注册完成
后，记者进入“推荐”界面，看到有不少
系统推荐的“出租人”，大部分是女性，
职业多数写着学生，此外有电商、行政
文员、创业者等。
记者观察发现，每个出租人的主页

面都有详细资料，除基本的身高体重、
星座、兴趣爱好外，还有出租人与你的
距离、档期和信用值等。所谓档期，就
是出租人的空闲时间。
在主页下面，有“聊天”、
“ 发红包”
和
“马上租 TA”
等 3 个选项，
系统限制每
个用户每天只能跟 5 个出租人打招呼聊
天，
如果想跟更多的出租人聊天，
就要发
红包，金额最少 2 元。如果对方打开了
红包，
说明可以聊天，
如果对方一直没有
接，
则红包会在24 小时后退回。

务
出租业
高收费越高，
有人 300 元/小时

服务范围明码标价，等级越

在主页中，出租人会把自己能够
提供的服务明码标价展示出来，比如
“城市向导 188 元/小时”、
“电竞指导
100 元/小时”等。此外，出租人也有等
级之分，等级跟收费金额成正比。记
者搜索到的出租人，等级最高的是 11
级 ，出 租 的 服 务 一 般 是 300 元/小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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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体

而等级较低的，一般在 50 元至 200 元
之间不等。
记者查阅了大部分出租人的资料
后发现，
“ 电竞指导”、
“ 运动健身”、
“美
妆”、
“ 烹饪”等比较热门。而在聊天过
程中，大部分出租人都比较偏爱打游戏
这一话题，
比如王者荣耀和英雄联盟。

成功租到女大学生，自称每
月 2000 元生活费不够花

大约两天时间里，记者发出了几十
元的红包，前后与 10 多名出租人联系，
最终成功租到了一位叫做“橙橙”
（化
名）的出租人。橙橙表示，她可以提供
的服务是烹饪、音乐和美妆，价格均为
100 元/小时。橙橙介绍，她是海南某高
校的学生，刚玩这个 APP 没多久，记者
是她的第一个客户。随后，记者加橙橙
为微信好友，通过其朋友圈，基本可以
确定其
“高校学生”
的身份。
记者通过 APP 支付了 6 元的意向
金，并按照约定时间，当天晚上 8 时和
橙橙在其学校门口见面，然后到她学校

附近一餐馆吃饭。橙橙说，有朋友在微
信里介绍这个 APP，她看到了，就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注册了，
“ 反正闲着也没
事，
能赚一些外快。
”
橙橙说，她出租自己完全是为了赚
钱。但从言谈中记者发现，橙橙的家庭
还算殷实，每个月父母会给她 2000 元
生活费。橙橙坦言，这并不够她花，
“我
每个月差不多要花 4000 元，所以平时
也做微商，
赚的钱勉强够花。
”
记者问，不怕遇到坏人吗？
“ 当然
怕，
所以见面时我暗中观察了你，
如果觉
得你是坏人，
我就马上报警。
”
橙橙说。

“一晚上收到 20 多人打招呼，
都是男性，大多目的不纯”
虽然记者是橙橙第一个客户，但并
不是第一个想“租”她的人。橙橙说，她
是在记者联系她的前一天刚注册，
“一
开始没什么人联系我，可第二天早上一
醒来，
居然有 20 多个人跟我打招呼。
”
“这 20 多个人都是男性，20 岁到
40 岁都有，并非都只是单纯地想租我，
有人更是开出 2000 元。”橙橙透露，出

现这种不怀好意的“打招呼”，也不是没
理由的。
“虽然在平台上看不见，但有些
出租人，确实会提供一些‘特殊服务’，
至于什么价钱，
那就不清楚了。
”
在结账的时候，橙橙告诉记者，不
要通过平台结账，因为平台会收取她一
定的费用。最终，记者用微信将租金支
付给了她。

多 名 出 租 人 称 来“ 猎 艳 ”的
人不少，线下活动安全难保障
记者了解到，
虽然租人平台的定位
是出租个人闲置时间，
但事实上，
利用平
台来“猎艳”的人，不在少数。记者与多
名出租人聊天时，他们也透露曾被对方
“性暗示”
，
甚至有人
“打开天窗说亮话”
。
“可能问题还不仅仅是猎艳这么简
单。”海南大弘律师事务所的汤律师认
为，如果存在监管空白，出租人在线下
的人身安全很难得到保障，
“ 出租人接

触的是陌生人，可能还会去一些陌生的
环境，
对于女性来说，是很危险的。”
那么，租人平台是否为出租人的线
下活动提供一定的保障？橙橙给出的
答案是：并没有。
“ 没听说过，就是我们
在平台注册，然后跟用户聊天，线下的
事情平台也管不着了。
”
橙橙说。
为此，记者连续 3 天拨打了租人
APP 上的客服电话，
但一直无人接听。

律师

缺乏监管，或被不法分子乘
虚而入，建议加强第三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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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联网平台，如果不能给予
一定的规范和限制，那么用户的人身安
全很难得到保障，甚至会让不法分子乘
虚而入。
”
汤律师认为。
据了解，2016 年，国家网信办发布
《APP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
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用户信息
安全保护机制。不得利用应用程序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
扰乱社会秩序、
侵犯他人
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
汤律师还认为，陌生人通过软件约
线下见面，一旦发生犯罪行为，受害方

很难讨回公道，
“软件只是一个平台，至
于线下发生的事，软件是不会负这个责
任的。”汤律师说，此外，该平台关于“租
人”的措辞也有些不妥，
“自然人不能作
为出租的商品，
‘租人’一词的使用虽然
不违法，
但不符合社会的公序良俗。
”
现如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交友类
平台从事违法行为的情况并不少见，
但目
前法律上在这方面还没有专门的监管，
使
得一些 APP 游走在社交媒体和非法性交
易平台的
“灰色地带”
。汤律师表示，
这类
平台需要第三方的监管，
用户在使用过程
中，
也应该擦亮眼睛，
谨防上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