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

等电信网络技术手段，虚构事实，设置

骗局，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骗取

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

典型诈骗套路

●杀猪盘类诈骗：甜言蜜语假惺
惺，骗情骗财害人精

●冒充公检法诈骗：平生未作亏
心事，不怕“李鬼”来敲门
（1）骗取信任，保持沟通
“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黑钱”
“你名下的手机卡发送大量骚扰

信息”
“你涉嫌骗取保险”
“你邮寄的包裹是假疫苗，面临

刑罚”
……
“请尽快联系办案‘民警’”
（2）树立权威，言语震慑
你摊上大事了！不要告诉你的家

人！否则他们会受牵连。
（3）要求转账，榨干事主
要求事主以转账、变卖有价证券、

抵押房产、借高利贷等方式给对方继
续汇款，直到倾家荡产为止。
（4）心理暗示，深度洗脑
假冒的“检察官”“公证人员”轮流

登场，欺骗受害人登陆假网站查看假
通缉令。

防范要点

1.凡是打着类似资产解冻旗号进
行敛财的、让你交钱的，不管钱多钱
少，都是诈骗。
2.凡是自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干部，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QQ
等方式进行所谓的“委托”“授权”“任
命”的，都是诈骗。
3.凡是声称缴纳数十元、上百元

会费就能获利数万元、数十万元甚
至数百万元的各类 App、项目，都是
诈骗。
4.凡是“客服”要求必须通过发来

的二维码、链接下载贷款App的，一定
是诈骗；未收到贷款之前，坚决不缴纳
任何费用。
5.凡是网络兼职刷单的，要求先

垫付资金的，一律都是诈骗。
6.网络交友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

的真实身份，不要透露自己的隐私信
息；不要轻信陌生人发来的“盈利图”，
不加入全是陌生人的“投资群”，不轻
信“营业执照”，不做“国际盘”。
7.一旦遭遇诈骗，保存好汇款或

转账时的凭证并立即报警。

做好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敏感信息：是指一旦遭到
泄露、非法提供或滥用可能危害人身

和财产安全，极易导致个人名誉、身

心健康受到损害或歧视性待遇的个

人信息。

○个人验证信息：是有关一个人
的任何数据，这些数据能帮助识别这

个人，如姓名、指纹或其他生物特征资

料、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或社会安

全号码。

风险隐患

1.信息泄露事件频频发生
快递信息泄露事件频发、个人简

历信息遭内鬼贩卖、客户预留信息遭
违规泄露。
2.个人信息过度收集不止
App要求用户提供与服务不相关

的隐私信息，App在用户不知情情况
下后台读取用户通讯录、通话记录、
GPS位置信息，部分App因侵害个人
信息权益被下架。
3.个人信息非法买卖成网络黑产

关键环节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获取并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从中牟利；街头扫码成个
人信息收集陷阱，转手打包获利；“暗
网”倒卖成千上万条个人信息。
4.个人信息滥用助长恶意违法行为
垃圾短信、骚扰电话、垃圾邮件源

源不断；冒名办卡透支欠款，造成经济
损失；冒名挂失补卡并重置密码，账户
钱款不翼而飞。

网络安全法律体系构建与发展

1.《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是我国网络安全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6年11月7日通过，自2017年6月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是电子商务领域的一部基础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3.《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

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规范儿童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的规定
2019年8月22日，《儿童个人信息

网络保护规定》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室务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自
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是数据领域的基础性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

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
过，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

护法》是我国首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
的专门性立法
2021年 8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

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防护要点

1.网站注册和使用
要关注网站信息泄露事件方面的

新闻，及时修改相关密码。
2.手机、电脑使用
要安装安全软件定期升级更新操

作系统；
要从官方软件市场下载和安

装 App；
要认真辨别公共Wi-Fi 真实性，

不要通过公共Wi-Fi办理转账汇款等
敏感业务；
要防范通过伪基站短信等途径访

问钓鱼网站；
不要在虚假贷款App或网站上提

交姓名、身份证照片、个人资产证明、
银行账户、地址等个人隐私信息。
3.个人信息保管
要保管好身份证信息，提供复印

件时一定要写明“仅供某某单位做某
某用，他用无效”；
不要随意丢弃与个人信息相关的

物品，在处理快递单时先抹掉个人信
息再丢弃；
不要随意参加小调查、小接力、抽

奖或免费赠送、街头问卷、电话问卷、非
正规办卡等活动，不要随意透露填写个
人信息。
4.个人信息分享
不要在朋友圈、社交网站等发布个

人敏感信息。
5.投诉举报
个人信息一旦被泄露，可以向互联

网管理部门、工商部门、消协、行业管理
部门和相关机构进行投诉举报。

保护你的密码

○拖库：指网站遭到入侵后，黑客
窃取其数据库。

○撞库：指黑客获得一批A网站的
账号口令（俗称密码）后，批量尝试登陆

其他网站，得到一系列可以登录的用户

账户。

密码设置方法

1.避免弱口令
登录名任何一部分；字典中的任何

单词；曾经用过的口令的任何一部分；
字母或数字的重复排列；键盘上相邻的
键，如qwerty；个人信息相关，如驾照、
电话、地址等。
2.设置强口令
至少8个字符，包含至少大写和小

写字母，包含至少一个数字，包含至少
一个特殊字符，不同网站设置不同的用
户名、口令，利用歇后语等技巧设置和
记忆口令。

小窍门

从一句话开始，做替换和变换。
德尔塔太强了，打疫苗预防它：

Deltatql,dymYFta

七八颗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78k*tw,23.Yu3qian

远离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是指通过网络介质
（例如邮箱、聊天软件、社交网站、网络

论坛等）而传播的没有事实依据带有攻

击性、目的性的话语。

○网络谣言幕后推手
1.上游：是一些对品牌推广有需求

的企业或个人，购买增粉、点赞及转发

等服务。

2.中游：是部分公关公司，签合同、

写方案。

3.下游：是职业“推手”，做策划、用

水军。

○网络推手：是指借助网络媒介进
行策划、实施并助推特定对象，使之产

生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人。

○网络水军：是受雇于网络公关公
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

以注水发帖来获取报酬。

传播谣言要负哪些责任

1.民事责任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九十四条，网络用户、网络服
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的，应当承受侵权责任。
2.行政责任
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

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或
者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定给予拘
留、罚款等行政处罚。
3.刑事责任
散布谣言，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将被处以七
年有期徒刑。

怎样免受谣言困扰

●理性上网不造谣。通过正当、合
理的途径去寻求解决办法，不能通过互
联网策划制造网络事件，蓄意制造传播
谣言。

●识谣辟谣不信谣。查看信息来
源是否权威，是否存在偷换概念、以偏
概全、标题党、抓眼球等迹象，是否符合
常识、符合科学原理；访问“中国互联网
联合辟谣平台”“科普中国网”等平台学
习科普知识，查证谣言、举报谣言线索。

●心有法度不传谣。戒除“宁信其
有、不信其无，从众心理”。发言或转发
前考虑是否有确凿证据，是否会给他人
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以及应承担的相
应责任和后果。

防范恶意软件

○恶意软件：是指可以中断用户的
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或其他设备的

正常运行或对其造成危害的软件。

○病毒：通过感染计算机文件进行

传播，以破坏或篡改用户数据，影响信

息系统正常运行为主要目的。

○木马：以盗取用户个人信息，甚
至是远程控制用户计算机为主要目的，

如盗号木马、网银木马等。

○蠕虫：能自我复制和广泛传播，
以占用系统和网络资源为主要目的。

○逻辑炸弹：当计算机系统运行的
过程中恰好某个条件得到满足，就触发

执行并产生异常甚至灾难性后果。

○后门：绕过安全性控制而获取对
程序或系统访问权的方法。

○勒索软件：以锁屏、加密用户文
件为条件向用户勒索钱财。用户数据

资产包括文档、邮件、数据库、源代码、

图片、压缩文件等。

典型症状

出现这些问题请立即查杀病毒：
经常死机、内存或硬盘空间不够、

数据丢失、大量来历不明文件、文件打
不开、操作系统自动执行操作、系统运
行速度慢

划重点

●要安装防火墙和防病毒软件，并
及时更新病毒特征库。

●要从官方市场下载正版软件，及
时给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打补丁。

●要为计算机系统账号设置密码，
及时删除或禁用过期账号。

●要在打开任何移动存储器前用
杀毒软件进行检查。

●要定期备份电脑、手机的系统和
数据，留意异常告警，及时修复恢复。

●不要打开来历不明的网页、邮箱
链接或短信中的短链接。

●不要执行未经杀毒扫描的下载
软件。

●不要打开QQ等聊天工具上收
到的不明文件。

●不要轻信浏览网页时弹出的“支
付风险、垃圾、漏洞”等提示。

关注手机安全风险
○智能手机指具有移动操作系统，

可通过安装应用软件、游戏等程序来扩

充功能，并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来实

现无线网络接入的手机类型的总称。

风险隐患

智能手机在手机系统、应用软件和
云平台等方面，存在安全风险。其信息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1.手机木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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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寨Wi-Fi热点
黑客冒充店铺等场所名称，提供

假冒的热点信息，贸然连接存在信息
泄露风险。
3.废弃手机泄露隐私
废旧手机的信息表面上看似删

除了，而实际内容可能仍然在存储卡
上，通过技术手段往往可以恢复出短
信、通信录、账号、信用卡号、浏览记
录等信息。

典型危害

1.隐私窃取
获取短信、邮件以及通话记录等

内容；
获取地理位置、手机号码等

信息；
获取本机已安装软件、账号、密

码等信息。
2.恶意转账、吸费
自动订阅移动增值业务、利用手

机支付功能消费、直接扣除用户资
费、自动订购各类收费业务。
3.资费消耗
自动发送短信、邮件；
自动连接网络，产生网络流量。
4.远程控制
遥控摄像头、远程访问手机内

容，在用户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其手
机上安装未经许可的软件等。

防范建议

1. 要警惕使用手机时出现的异
常状况，如电话账单中出现一些莫名
奇妙的收费、非正常短信和网络活
动，或是在手机锁屏的情况下出现的
一些应用活动。
2.要从安全来源网站、应用商店

下载应用程序，不明来源的软件尽
量不要装，评价不好的软件谨慎装；
要安装一个手机安全软件，及时更
新操作系统和App；不要点击来源不
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短链接，提示
安装 .apk时最好果断拒绝！
3. 谨慎通过 App 授权请求，经

常检查授权请求是否与实际功能
匹配，及时关闭不匹配、有风险的
授权。
4. 要谨慎辨别公共Wi-Fi 热点

的真实性，连接公共Wi-Fi 热点时，
不进行网络购物、网上银行转账等
操作，避免登录账户和输入个人敏
感信息；平时关闭Wi-Fi 自动连接，
不接受陌生蓝牙、红外等无线连接
请求。
5. 要将废旧手机与各种账号解

绑，恢复到出厂设置或者格式化，再
反复存入大文件覆盖存储空间；参加
“路边摊”以旧换新活动的风险要高
于卖给正规商家。
6. 激活远程定位和擦除功能。

一旦手机丢失，致电运营商挂失手机
号、致电银行冻结手机网银，解绑支
付宝，解除微信绑定。

（区委网信办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