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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盯上”热门APP

平台集中发布防诈骗提醒

□

信息时报记者 卢云龙

上周， 美团宣布在全国范围开始

为期3个月的“百万骑手千城亿户”全

国反诈宣传活动， 抖音也对用户发布

防“杀猪盘”诈骗提醒。 近段时间，多个

用户量庞大的互联网平台积极开展防

诈骗行动，为用户提供防诈骗警示。 有

网络安全专家认为， 热门平台用户量

庞大，在这些APP上做正面的防诈骗措

施，对用户帮助明显。

抖音发布防“杀猪盘”诈骗提醒

“遇到私聊要求加微信的情况，请

谨慎添加好友，更不要转账汇款。 ”日

前， 抖音短视频官方向用户发布了安

全提示。 抖音短视频官方称，字节跳动

安全与风控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疑似有部分“杀猪盘”诈骗团伙将“抖

音” 平台作为引流渠道， 私聊抖音用

户， 并借助热门在线聊天工具进行诈

骗。 抖音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的“杀

猪盘” 诈骗主要集中在一些婚恋网站

以及交友网站， 近期则有渗透到抖音

的情况。 抖音透露，今年起至5月31日，

平台累计永久封禁用户举报诈骗账号

1101个账号。

资料显示，“杀猪盘” 诈骗是近年

曝光较多的诈骗类型之一， 主要是指

通过婚恋平台、 社交软件等方式寻找

潜在受害者， 通过聊天发展感情取得

信任，然后将受害者引入博彩、理财等

诈骗平台进行充值、 骗取受害者钱财

的骗局。

猎网平台收到的全国网民诈骗数

据显示， 通过网络交友被引诱到虚假

博彩、投资平台的诈骗有明显的上升，

猎网平台提醒， 市民在上网过程中要

保护好自身隐私， 一旦遇到引诱进行

投资、博彩、赌博等行为，切记不要上

当，涉及转账汇款操作时，务必提高警

惕，谨防受骗。

不法分子“盯上”庞大用户群

为何美团、 抖音均在近期成为积

极推广防网络诈骗的“主力”呢？ 首要

原因就是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些热门平

台上庞大的用户群。“抖音作为短视频

平台，社交应用其实并不多，但因为用

户量庞大，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 ”

一名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字节跳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7月， 字节跳动旗下产品月活跃

用户超过15亿， 其中抖音日活跃用户

超过3.2亿。美团方面则成，其年度交易

用户达到4.1亿。

为了打击不法分子， 平台也在积

极做出努力。 7月10日， 美团也宣布在

全国范围开始为期3个月的“百万骑手

千城亿户”全国反诈宣传活动。 美团业

务部华南大区总监毛宪标介绍， 除了

美团APP上的宣传，平台也组织线下将

1亿份反诈垫餐纸等宣传品由美团骑

手派送到订餐用户、特别是学生、老人

等易受骗群体手中， 让更多民众掌握

反诈防诈知识，提高反诈防诈能力。 美

团方面表示， 平台将持续深化与公安

机关在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等新型

违法犯罪工作中的密切协作， 切实履

行网络安全责任和良好行业秩序。

腾讯安全专家李铁军

认为，很多对互联网接触不

深的网民，移动端上网时会

集中使用几个热门APP，这

些APP上做正面的防诈骗措

施，对用户帮助明显。

除了上述最新防网络诈骗新情况，

暑期青少年安全上网同样备受关注。部

分学生接受采访时称，家长会允许他们

获得比上学期间更多的用网时间，青少

年上网安全也随着暑假的到来备受关

注。 猎网平台安全专家赵伟向记者表

示，暑期到了，学生群体进入“假期模

式”,对于虚假招生类、兼职类、招聘类

等诈骗要小心提防，比如向考生及家长

发送“花钱可以上重点大学”等虚假信

息以及网络刷单为名骗取事主资金是

暑假期间骗子喜爱的网络诈骗手法。

“此类诈骗手段其实并不新奇， 但长期

出现在暑假这个‘节点’上，每年仍有学

生群体因少接触此类情况而上当。 ”

腾讯安全团队方面称，未成年人网

络安全素养水平和个人性格因素、家庭

因素、学校环境等均存在紧密联系。 因

此，腾讯早前发布的2019年新版“网络

安全课”，在原来“保护个人信息”“谨防

网络诈骗”等内容基础上，开发增加了

“生命安全教育”“正向价值观传播”“不

信谣不传谣”“科学合理用网”等内容。

7月11日， 新华社中国搜索正式发

布“花漾搜索”APP。 据官方介绍，这是

一款专为青少年定制的搜索引擎。它可

以阻断暴力、色情、赌博等不良信息。根

据新华网报道， 截至目前，“花漾搜索”

的累计下载量已超过1000万。 从APP上

的资料介绍可见，“花漾搜索”是“信息

流+搜索”结合的模式，内容除了大量

素质培养、知识探索比如时下关注度很

高的垃圾分类，还有动画片、少儿音乐，

以及短视频等。

信息时报讯（记者 潘敬文）

日

前，唯品会宣布通过香港全资子公

司 Vipshop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与杉杉集团有限公司和宁

波星通创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在上海签署收购协议，以

29亿元人民币现金收购杉杉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100%股份。 唯品会方

面表示，通过本次收购，唯品会布

局线下奥莱业务，并积极探索线上

线下融合的特卖模式，实现线上线

下一体化的全渠道特卖零售布局。

资料显示，杉杉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位于宁波，是一家在国内市场

排名前列的奥特莱斯连锁集团。 公

司旗下已经开业运营5个奥特莱斯

广场，分别位于宁波、太原、哈尔

滨、郑州、南昌，另外还有5家奥特

莱斯广场正在规划建设中。 根据公

开市场数据，2018年国内奥特莱斯

销售排名前20榜单中，杉杉奥莱独

占四席。

资讯

唯品会收购杉杉商业 发力线下奥特莱斯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7

月 14 日，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北京圆网慈善基金会、联想集团等

共同发起的“圆满假期大学生暑期

公益行” 活动全面启动。 广州、上

海、 天津等 8 个城市 360 多所高校

的 2500 名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宣誓，

为留守儿童送去关爱、温暖，帮助

他们实现梦想。 在出发现场， 志愿

者每人都领到了一只爱心背包，里

面有画本、画笔、足球、跳绳等陪伴

留守儿童的小礼物。 他们将在暑期

完成至少三项爱心任务，比如结伴

3 名留守儿童并发布结伴宣言小视

频或与结伴儿童共同创作“我和我

的祖国”主题绘画作品等。

联想助力“圆满假期”公益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梁海

祥）

7 月 14 日，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

机器人大赛 ROBOTAC 赛事广州举

行。 今年比赛的主题为“攻城夺旗”，

红、 蓝两方根据场地特点， 制定自己

特有的战术和策略， 在规定场地上进

行机器人间的攻防对抗。 比赛过程中，

双方机器人需要穿越障碍、 相互攻击、

进攻对方堡垒， 在 3 分钟比赛时间内，

得分多的一方或者轮式机器人率先拔

旗者获胜。 最终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摘得本届比赛桂冠

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广州举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医疗

大数据是一个庞大的数据资料，数据打

通对以后医疗行业的 AI 应用很有帮

助。 ”日前，日立数据（Hitchi Vantara）医

疗及生命科学首席技术官马明才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早前，日立数据已经与医疗机构有

深度合作，HCP 负责对大量医疗数据进

行在线归档存储, 通过健康分析数据平

台帮助医生用大数据多方位分析病人

真实情况。 马明才提到，除了和医疗机

构有深度合作，公司也积极和国内互联

网公司有深度资源互动， 帮忙医疗 AI

在未来得到更好发展。

医疗大数据在流通中实现价值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7 月

11 日， 康旗股份旗下品牌红心柚健康

险推出首款“网约护士” 专属保险，

在中山市“互联网+护理服务” 云平台

正式上线运营， 每一个网约护士都可

以在平台上按需预约， 预约成功后，

将获得最高 30 万~100 万的总保障额

度。 据介绍， 此次推出的“网约护士”

专属保险， 主要涉及医疗补助、 住院

津贴等基础保障。

康旗股份推“网约护士”专属保险

相关链接

青少年用网安全

成暑期关注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