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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绝不明网站链接，警惕

预防各类木马病毒的攻击；加强

个人信息管理，避免隐私数据泄

露，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依法文明健康上网，抵制网络谣

言，积极传播网上正能量。

2.刷单都是诈骗！骗子以

高额回报为诱饵，诱骗刷单，再

编造各种理由拒绝返还本金与

佣金，直至失联。受骗人群多为

在校学生、低收入群体及无业人

员，你看中的是佣金，骗子看中

的是你的本金，兼职刷单是骗子

给出的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任

务，刷单套路深、务必要当心。

3.如有贷款需求，一定要去

银行或正规贷款平台，不要被

其他途径宣称的门槛低、放款

快等噱头迷惑。凡是让你提前

缴纳质押金、保证金、解冻费的

都是骗子。凡是告诉你信誉度

不够，交钱做流水刷信誉度的

都是骗子。

4.犯罪分子以社保卡升级、

医保卡到期为由，诱骗群众点

击藏有木马程序的短信链接后

盗刷银行卡内资金，大家一定

要擦亮眼睛，未知短信链接切

勿点击。

5.牢记“三不一多”原则：未

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

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

多核实。

5条反诈锦囊

您收好！

链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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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正式施行，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

护立法体系进入新的阶段，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以及主管机关的职权范

围提供全面的、体系化的法律依据，构建起坚实的个人信息安全的防护网。

保护个人信息，治理网络诈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向来是维护网络安全的重要内

容。网络安全，就在你我身边，离我们并不遥远。恰逢一年一度的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我

市各有关部门以及各区开展了“法治日”“电信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一系列主题宣传活

动，为市民就“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进行“掰开揉碎”的剖析解读，让大家看清“馅饼”中的“陷

阱”，享受安全网络生活。

“

案例三：

出售“三件套”获利成诈骗“帮凶”

“您名下的手机卡发送诈骗短信12000余
条，不配合办案将有警察直接拘捕……”市民张
大娘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对方自称某
市公安局刑警。经过对方一番“忽悠”，老人将自
己多年积攒的百万元积蓄全部打给了对方。

接到张大娘被骗报警后，公安机关迅速开展
案件侦办，经过大量工作，民警发现涉案资金中的
10万元打进了一男子周某名下的银行卡，经讯问
得知，周某曾以200元的价格，将自己身份证办理
的“三件套”（银行卡、手机卡、U盾）卖给了孙某。

公安机关抓捕孙某后，孙某供述了其在网络
上看到有人发布400—500元收购一个“三件套”
的信息，于是利用开办劳务公司的便利条件，招揽
务工人员，定期用面包车将他们送往周边省市办
理“三件套”，从中获得差价收益的犯罪事实。

顺着这一线索不断追查，公安机关挖出并
抓捕了上线李某，现场查获“三件套”177套，用
于验卡的手机7部。在后续的审讯工作中，办
案民警掌握了李某及其“手下”将收来的“三件
套”邮寄到广东省东莞市的全过程，“三件套”最
终是被转运卖往境外，供境外犯罪分子实施犯
罪活动使用。目前，公安机关已抓获8名涉案
嫌疑人，他们分别交代了售卡、收卡、向境外电
诈分子邮寄“三件套”1000余套，从中获利数十
万元的犯罪事实。

买卖手机卡、银行卡、对公账户属于

违法犯罪

公安机关提示：买卖手机卡、银行卡、对公

账户都是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广大群众千万不

能为了一点小利，出卖此类信息，成为不法分子

的“帮凶”。面对犯罪分子不断翻新的诈骗手

段，大家也要提高防范意识，妥善保管好身份

证、手机卡、银行卡、对公账户、二维码等信息，

对于闲置不用的手机卡、银行卡、对公账户，应

及时办理销户等手续。

某医疗类App在未征得用户同意的前提下，默认
打开“读取应用列表”权限，收集用户已安装的App列
表，掌握用户的群体特征、兴趣喜好、消费需求，对用
户进行画像分析、标签定义；

某房屋租售类App 在未征得用户同意的前提
下，回传IP地址和MAC地址，分析用户位置信息和
轨迹信息，进而得到用户的常住地址，实现定向广
告的推送；

某学习教育类App在申请打开用户权限时，不说
明目的，导致用户在不了解真正目的情况下盲目同意
权限申请，收集用户本不想授权的个人信息；

……
去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针对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App）未经用户授权、超范围采集使用用户相
关个人信息、未明示收集使用规则等问题，我市网信
部门开展了疫情防控App专项治理等，共处理网民举
报违法违规线索67条，掌握66个疫情防控App备案信
息，评估发现32个App存在6类373个安全问题，公开
通报11个问题突出的App，约谈1家整改不到位的运
营者，关停2个App。

为持续提升全市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水平，今年市
委网信办会同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委、市通信管理
局联合开展App网络安全专项治理，为期1年。截至
目前，全市401家数据运营者共备案移动应用607款，
其中App319款、公众号206款、小程序82款。评估257
款App，发现79款App存在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
息问题，涉及医疗类、学习教育类、网上购物类等。目
前，已指导存在问题的企业落实整改措施，有效改善
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突出问题，提升了
网民安全感和满意度。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为充分调动起社会各
界参与反恐工作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反
恐防范意识，营造“城市反恐人人参与、平安天津人人
受益”的氛围，我市积极开展反恐宣传，从社区主题、安
检主题、处置主题、校园主题等多角度向市民进行反恐
知识与方式普及。

通过刊发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对举报暴力恐怖
犯罪线索实施
奖励的通告》，
使市民了解
到，发现非法
制造、经营、
传播、私藏暴
力恐怖宣传
品等犯罪线
索，可通过拨
打“110”、发
送短信到平
台“12110”等
途径向公安
机关举报，共
同防范打击
涉恐犯罪活
动，共同维护
安全稳定的社
会环境。

网信部门专项治理

App网络安全

行 动

10月13日，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
当天，市通信管理局在和平区民园广场开展了主题宣
传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语、张贴主
题海报、发放公益宣传折页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网络安
全知识，倡导全民共同关注网络安全，提升网络安全意
识，加强个人信息和数据安全保护，推进“断卡”行动，
强化实名实人，谨防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网络安全风
险，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进入10月以来，市通信管理局组织通信行业开展
网络安全宣传周宣传活动，共发送公益短信1687万余
条，基础电信企业在各实体营业厅以及微信、微博等网
络平台进行线下线上宣传。

同时，全力推广工信部开通的“一证通查”服务，向
电信用户提供身份证下所有手机卡数量查询功能，进
一步解决用户被他人冒用身份证办理电话卡等问题，
阻断诈骗分子获取手机卡的渠道。

此外，还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对失信人员实施惩
戒。对公安机关依法认定出借、出售、贩卖手机卡的失
信用户，组织基础运营商对失信用户相同身份证下所
有手机号码予以暂停使用，实施每家基础运营商5年
内只保留1张手机卡且不得开通新手机号码的惩戒措
施。截至今年9月，市通信管理局已配合公安机关对
3000余人采取失信惩戒措施。

电信部门全力推广

“一证通查”反诈骗

宣 传

城市反恐人人参与

平安天津人人受益

举 报

免费 Wi-Fi、扫码有赠品、购物中
奖……这些美妙的“糖衣”，您是否或多或
少听说过或遇到过？但您知道吗？看起来
诱人的背后是满满的套路！国家网络安全
宣传周期间，我市公安机关召开新闻发布
会，就今年以来严厉打击网络犯罪、有效净
化网络环境的举措和成效向社会进行通
报，从相关情况介绍中可以看到网络安全
的“保卫战”从未停止。
“我们全力开展‘净网 2021’专项行

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关切、危害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的网络违法犯罪开展全链条、全
方位打击，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黑客攻
击破坏等网络违法犯罪案件760余起，抓
获嫌疑人700余人。”
“截至目前，全市共侦破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现案 5159 起，抓获嫌疑人 1.3
万余名。市、区两级反诈中心共止付账
号 3.66 万个、止付资金 8.74 亿元，共封

停涉诈电话 4727 个、涉诈微信号 1930 个、
涉诈 QQ 号 2260 个，封堵涉诈域名网址
105.9万个，为群众挽回巨额经济损失的同
时，有效挤压了犯罪分子的活动空间，避
免了大量案件的发生。”
“我们持续掀起打击网络赌博凌厉攻势，

打击治理网络涉赌案件取得阶段性成效。截
至目前，侦办网络赌博及其关联案件280余
起、抓获涉案人员1850名，打掉网络平台和
实体赌场25个，查获支付平台、跑分平台和
地下钱庄26个，查扣冻结资金5000余万元，
先后破获公安部督办案件4起、市公安局督
办案件5起，查处一批有影响的网络开设赌
场案件。”

……
透过战果涉网犯罪背后的黑灰产业链也

浮出水面。据介绍，为了切断为电信网络诈
骗等下游网络违法犯罪提供信息帮助、技术
支撑、支付结算等关键环节，公安机关开展了

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对104人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捣毁团伙11个，查获手机黑卡1.7万
张、黑号14万余个，涉案资金500余万元。公安
武清分局成功破获一起利用设备为上游号商
注册网络账号案件，查获作案手机6部、电脑4
台、设备29个、实名网络账号2万余个。公安河
西分局成功打掉一个为电信网络诈骗等下游
犯罪提供“接码”服务的团伙，抓获3名“接码”
窝点运营人员，查获设备5台、作案电脑5台、手
机黑卡4000余张。

通过“断卡”行动铲除犯罪土壤。天津市
反诈中心持续做好涉“两卡”线索的深挖彻查
工作，组织全市打击“两卡”违法犯罪。今年以
来，全市共抓获涉“两卡”嫌疑人7000余名、打
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97个，通过深挖扩查
收贩卡网络，先后2次提交公安部组织开展集
群战役。信用惩戒方面，对近1500个涉案账户
单位和个人、1600余个手机卡失信用户实施有
关惩戒措施。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韩雯 孟若冰

战 果

公安机关打响网络安全“保卫战”

近年来，网络犯罪案件频发，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严厉打击网络犯罪的“帮凶”，方能织

密严惩网络犯罪的“法治之网”。通过公安机关公布的典型案例，提醒社会公众不要为了眼前利益铤而走险，或是因为一时

疏忽成为网络犯罪的“帮凶”。

案 例

不要成为网络犯罪“帮凶”!

案例一：

我市首例为跨境赌博网站提供非法

“第四方支付平台”案件告破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支付宝、微信支
付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成为
大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然而，有人在利益的驱动下，以支付
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接口，自
建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统，为网络诈骗、网
络赌博、色情直播产业进行资金结算业务，
套取、漂白非法资金，形成了网络黑产的重
要一环。

去年6月，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在梳理
案件线索时，发现了一个犯罪团伙。该团
伙利用多个自行开发、架设、运维的非法
“第四方支付平台”，为境外赌博网站提供
非法资金结算业务。针对此线索，经过大
量细致的工作，警方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
架构、层级关系以及犯罪方式等。

根据分工，团伙中有人负责日常服务
器维护，有人负责提供远程技术支持，有
人负责联系在内蒙古、福建等地的“下家”
拓展业务。在锁定嫌疑人所在地点后，专
案组兵分多路，在天津、甘肃、浙江、福建、
内蒙古等地同步开展抓捕行动，一举抓获
孙某等7名嫌疑人，扣押电脑设备8台、手
机 17部、银行卡 20余张，冻结涉案资金
2000余万元。经讯问，孙某等7名涉案嫌
疑人对参与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事实供
认不讳。

明知他人利用网络实施犯罪仍

提供技术支持，同样触犯法律

公安机关提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

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

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的行为

同样涉嫌违法犯罪。

案例二：

医院官方网站变成“赌博荷官”

今年3月，公安南开分局在开展“净网
2021”专项行动中发现一个境外赌博网站，然
而网络域名却是某私立医院的企业网络域名。

发现情况后，警方与医院取得联系，并了
解到医院从去年11月份开始就不再使用该
网站，和运营商也没有继续续费。随后，办案
民警与网站的运营商取得联系，经调查发现，
虽然医院停用了网站，但未采取安全技术保
护措施，使得网站一直处于“脱管”状态，并被
境外网络服务运营商购买、使用，运营成了境
外赌博网站。因为该医院没有履行注销手
续，当有人需要看病时，搜索该医院仍旧会显
示此网址，点击后便误入了赌博网站。

核实后，办案民警随即报上级部门对该网
站采取有效措施。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以为停止为网站续费后，就与该网站再无关
系，办案民警对此予以严肃批评、责令整改，并向
其普及了相关法律规定。医院负责人表示，马
上注销该网站，并会在日后的工作中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单位网站域名或服务器到期不想

使用，一定要办理注销手续

公安机关提示：近年来，一些网站弃之不用

后不及时注销的情况时有出现，运营者认为不

对主机和域名续费，网站就会自然关闭。而有

些不法分子专门抢注有备案信息的到期域名，

抢注成功后将该域名修改为赌博或色情页面，

用于违法犯罪。这些色情、赌博网站很多存在

木马病毒，网友一旦点击，极易感染病毒，如果是

犯罪分子伪装的网络电信诈骗网站，网友一旦

浏览极易上当受骗。因此，对于域名或服务器

费用到期、不打算继续经营的网站，一定要尽快

办理注销手续，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明知他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为其提供互联网

接入等帮助的行为，还会涉嫌违法犯罪。

天津市公安局民警向市民宣传反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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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 剧场：海边女
人（25—27）19:20 剧场：
殊死七日(10—13)22:15
剧场:回马枪(33、34)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真情无
限之养母·生母（15、16）

天视5套（106）

19:30 2021 年日本
足球职业联赛 横滨水手
VS札幌冈萨多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精编 20:10 大医说
21:00 生活黑科技

天津少儿（108）

19:30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芝麻胡同》第50、
51集 严谢向严振声追问
他和鹤年的身世真相，并要
求搬到学校去住。老严说，
没关系的，只要不影响孩子
入团，他什么都无所谓，人
往高处走，孩子要求进步没
什么错。严谢积极参加学
校组织的学雷锋小组活动，
但辛红对严谢的态度变得
非常冷淡……

天津卫视19:30

■《彩虹》第5、6集春
雷游说李、魏两家陶窑与自
家合作背弃刘家窑，被彩虹
回来撞上，彩虹疑惑春雷拿
啥合作，春雷以村里订单暂
时完不成为由搪塞过去。
刘家窑突然有客户撤单，平
安生意陷入困境。顾铭路
遇秀珍和吉祥，提醒秀珍
李、魏两家做的黑陶与刘家
窑被撤订单相符。秀珍认
定是春雷背后捣鬼，还怨怪
彩虹将刘家窑客户信息透
露给春雷。彩虹不信亲自
和平安去李、魏两家查看。
秀珍气不过去，跟吉祥找到
赵家质问春雷，春雷死活不
肯承认……

天视2套18:25

■《真情无限之养母·
生母》第15、16集 怀着对
欣妍的眷恋，家辉离开了
生活二十年的城市，只身
去外地打工。惦念欣妍的
夏蓉再次来到医院看望女
儿，正梅和夏蓉的关系也
越来越融洽，尽管万般不
舍，正梅觉得也许是时候
告诉欣妍她的真实身世
了。夏蓉说生恩没有养
恩大，愿意永远保留这个
秘密，欣妍永远是正梅的
孩子，正梅感动地哭了。
这一幕又被莎莎拍了下
来作为证据。欣妍的病情
开始好转，十分思念家辉，
奇怪家辉怎么一直不来看
望自己，心情很是低落，正
梅对欣妍的表现产生了新
的忧虑……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60多
岁的赵先生最近打了场离
婚官司。都一大把年纪
了，这是为何呢？

天视6套18:00

■《你看谁来了》本
期邀请到演员孙维民，影
视剧中他塑造的周总理形
象深入人心。虽然他的外
貌和周总理有很大差异，
但他已把人物和自己融为
一体。三位嘉宾三度落
泪，他们背后都有哪些令
人动容的故事？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