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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获利”的微信号出租生意
隐藏哪些秘密和风险？

“出租微信加我，长期有效”“高
价收微信，不想卖的可以租，一天
180元”……近期，一些朋友圈、微
信群里出现了类似“广告”。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人贪图小
利，把自己的微信号出租给别人，这
些微信号大多被不法分子用来实施
诈骗、洗钱等犯罪活动。

为贪小利付出沉重代价

2019年 10月，河南新乡某技
校学生李某、毕某发现了一条“生财
之道”：把微信号出租给他人，每天
只需同步登录一下微信电脑版，就
有80元的报酬。发现有利可图，他
们又当起了二道贩子，多次以每天
50元的价格收集同学、朋友的微信
号，出租给别人赚取差价，短短几个
月获利超万元。

很快，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代
价。今年4月，警方发现，犯罪分子
利用李某、毕某租来的100余个微信
号添加了上百个兼职类微信群，发布
网络刷单、贷款等诈骗信息，进而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随后，李
某、毕某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李某、毕某并非孤例。记者调
查发现，近年来，网络上不少人在做
微信号、支付宝账号的“生意”，有的
网络账号日租金甚至高达数百元、
上千元。

记者在网上联系到一个收微信
号的中间号商，他介绍说，租用是通
过登录微信电脑版的方式实现“双
平台登录”，不影响号主正常使用，
且如果号主发现异常，随时可以取
消登录。

该中间号商说，不同的微信号

租价不一样，刚注册的微信号最便
宜，“养”了几个月、有朋友圈的账号
贵一点，如果绑定了银行卡、有支付
功能就更贵一些，而具有大额转账
功能的账号最贵。一个注册时间在
半年以上、好友40人以上、朋友圈
活跃的微信号，日租金可以达到60
元到100元。

微信平台表示，微信号是不允
许出租的。用户将自己实名登记的
微信账号对外出租，可能面临微信
账号丢失的风险；微信账号内个人
数据和隐私信息等存在丢失或被他
人滥用的风险；微信支付账户以及
关联银行卡账户资金安全存在巨大
风险；微信账号被他人利用从事违
法犯罪行为，导致账号主体（用户本
人）也可能因此承担法律责任，甚至
刑事责任。

他们租微信号干什么？

为什么有人要租微信号？这些
人拿租来的微信号干了什么？

广东警方介绍，一些广告主、商
家用租来的微信号发布虚假广告、
色情和赌博信息等。还有一些人利
用租来的账号躲避反洗钱平台的监
测，把通过欺诈、赌博等获得的赃款
分散成小额资金转移。出租微信号
的号主在未察觉的情况下，可能已
经协助他人完成洗钱等违法犯罪活
动，沦为不法分子的帮凶。

对于不法分子通常宣称的登录
微信电脑版实现“双平台登录”，微
信团队介绍，这其实是利用违规外
挂软件对微信的功能和界面进行修
改，添加恶意功能，篡改微信客户端
数据。

北京孟真律师事务所律师舒胜
来表示，微信号本身是免费注册的，
出钱租别人微信号的人，一般是为
了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把个人
微信号租给他人，号主的行为也涉
嫌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此外，如果把他人的微信号倒手转
租、转售给别人，则可能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

来自裁判文书网的判例显示，
2018年，福建张某从他人手中购买
微信账号、密码，修改密码后转手以
30元至70元的价格销售给茶叶商
人李某，获利61360元。2018年6
月，张某因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3年。

警方表示，目前打击此类犯罪
依然存在一些难点。例如，租借微
信号的中介常常是异地作案，还经
常通过伪造IP地址或利用海外注
册IP进行犯罪，导致犯罪嫌疑人难
以确定，造成电子证据取证困难。

如何防范违法租售账号？

记者了解到，用户和微信平台签
订的《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务协
议》约定，微信用户不得赠予、借用、
租用、转让、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
他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微信账号。

由于很多用户在注册微信号时
不会仔细看平台的服务协议，中央
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
所所长黄震等专家建议，微信平台
应加大风险提示力度，不要仅概括
性地在用户许可协议里进行提示，
应单独提出，帮助用户充分了解出
租账号存在的财产、法律风险。同

时，应加强对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
性及处理情况的宣传，并运用技术
手段及时防范。

业内专家说，微信、支付宝支付
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目前国内相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对出租、出售个
人微信、支付宝账号行为缺乏明确
规范。

2019年 12月中国人民银行、
公安部发布通知，对于公安机关认
定的买卖银行卡、账户的单位和个
人，人民银行将及时通过电信网络
新型违法犯罪交易风险事件管理平
台将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发布至银行
和支付机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及
时对买卖银行卡、账户的单位和个
人实施惩戒。但是，该通知未明确
提及微信、支付宝等具有实名支付
转账功能的网络账号。

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认
为，微信、支付宝转账与银行卡转
账，本质上并无太大差异，在网络诈
骗手段已渗透到微信、支付宝等支
付方式情况下，对社交与支付功能
合并的平台应实施更严监管。可以
根据支付机构的分类评级情况和支
付账户实名制落实情况，对支付机
构实施差别化管理，加强银行、通信
部门与公安机关的联动管控。

公安部门提醒，用户要加强防
范意识，妥善保管好个人微信号、支
付宝账号、QQ号等信息，避免被犯
罪分子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一旦发现自己微信号、支付宝
账号、QQ号等信息涉嫌实施违法
犯罪行为，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
举报。

（新华社记者 胡林果 毛 鑫）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
初评结果公布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
者侯雪静）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
表彰工作办公室 3 日发布了
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通过初
评候选对象公示名单，共有142
名候选个人和60个候选单位通
过初评，其中奋进奖有35人，贡
献奖36人，奉献奖35人，创新奖
36人，组织创新奖60个。

据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
人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通过
初评的候选对象覆盖面更广，更
加注重面向脱贫攻坚主战场和
基层一线，更加强调脱贫攻坚实
绩导向，更加注重突出广泛代表
性和创新性，事迹更加感染人，

切实反映全党全社会参与脱贫
攻坚伟大事业。

全国脱贫攻坚奖评选表彰
活动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
小组组织实施。下一步，还将
征求部门意见、组织开展复评
等，按程序确定最终获奖名
单。在今年全国扶贫日期间，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
召开表彰大会，对获奖先进个
人和先进单位进行隆重表彰，
采取举办先进事迹巡回报告
会、录制全国脱贫攻坚奖特别
节目、编辑出版图书等形式广
泛宣传，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
造浓厚氛围。

公安机关
严厉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抓获嫌疑人2680余人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

者熊 丰）记者3日从公安部获
悉，公安部部署开展打击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犯罪专项行动以来，
沿江各级和长江航运公安机关
迅速掀起集中打击攻势，截至7
月底，已侦破非法捕捞刑事案件
2480 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680余人，查获涉案船只1040
余艘。

据了解，公安部成立领导小
组并组建工作专班，全力推动为
期3年的打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犯罪专项行动。沿江各级公安
机关按照统一部署，以“零容忍”
的态度重拳出击，持续组织开展
集中打击行动；对重点犯罪案件
特别是涉嫌组织化、团伙化的犯
罪线索，立即开展专案侦查；紧
盯“捕、购、贩”等环节，全链条摧
毁犯罪网络和窝点，坚决斩断非
法捕捞地下产业链。

截至7月底，公安机关已侦

破非法捕捞案件2480余起，查获
涉案船只1040余艘、非法捕鱼器
具 2290 套、渔获物 5200 余公
斤。其中，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
分局近日侦破一起非法捕捞水
产品案件，摧毁犯罪团伙2个，抓
获团伙成员12名。湖北襄阳公
安机关组建专门力量，破获非法
捕捞刑事案件14起，查处行政案
件17起。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
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长江流
域非法捕捞犯罪，持续形成高压
严打态势，坚决遏制长江流域非
法捕捞犯罪活动；加强与有关部
门协作配合，健全完善执法合作
机制，推动落实属地责任，深入
排查涉渔风险隐患，坚决斩断非
法捕捞、运输、经营的地下产业
链；强化宣传教育，发动群众举
报违法犯罪线索，推动长江大保
护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行稳
致远。

2020年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活动结束
样本采集数突破150万份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
者熊 丰）由公安部网络安全保
卫局指导，全国135家网络安全
行业协会及相关社会组织联合
发起的2020年网民网络安全感
满意度调查活动8月1日结束。
截至7月31日，最终有效样本量
为1503163份，为去年采集总数
的6.8倍。

今年的调查活动在网安部
门指导下，不仅在自有媒体渠道
转发推送调查活动相关情况，还
深入到各地市的街道社区等公
共场所进行推广。活动组委会

在前期阶段提出许多创新的推
广方式，令广大网民更容易接受
调查活动。

采集期间收集到的调查问
卷数据将会经过认真分析汇总
成2020年调查活动总报告。今
年9月，将在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中同步发布2020年调查
活动总报告，从指数上科学反映
我国网络治理成效和网络安全
现状，推动行业自律和网络社会
治理体系的建立，积极探索畅通
维权举报渠道，构建健康有序的
网络安全生态。

全球面临疫情“持久战”各地战况如何
目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

1700万例，且仍以每天超过20万
例的速度快速增长。世界卫生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表示，新冠大
流行是“百年一遇的健康危机，其
影响将持续数十年”。

在这场抗疫“持久战”中，如何
平衡防疫与发展成为横亘在很多国
家面前的难题，一些“带疫解封”国
家正面临疫情的凶猛反扑，防控较
好的国家也在严防反弹或偶发病
例。为赢取抗疫胜利，科学界正加
紧诊断工具、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做好长期作战准备

世卫组织8月1日宣布，新冠
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预计疫情持续时间
较长，需有长期应对措施。

据该组织统计，截至欧洲中部
时间2日10时（北京时间16时），全
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26
万余例，累计确诊超过1766万例，
累计死亡逾68万例。

目前全球疫情“震中”已转至
美国、巴西和印度，三国确诊病例
分别超过450万、260万和170万
例。此外，当前统计数据中累计确
诊病例超过40万例的国家还有俄
罗斯、南非、墨西哥和秘鲁。

距世卫组织1月30日宣布新
冠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已半年有余，全球病例
数仍在快速增长。

各地区艰难抗疫

受经济形势所迫，一些国家过

早放松了防疫限制措施，再加上民
众未能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疫情迅
速恶化，单日新增病例数屡创新
高；也有一些国家逐步控制住了疫
情，但仍面临疫情反弹或出现偶发
病例风险。

从地区看，美洲地区除美国和
巴西这类疫情“百万级”国家外，

“带疫解封”的哥伦比亚、墨西哥、
阿根廷、秘鲁等国确诊病例近日也
以每日数千甚至上万例的速度增
长。哥伦比亚1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0673例，创
单日最大增幅，累计确诊超过30万
例；目前首都波哥大部分地区已暂
停复工复产。

亚洲地区的防疫形势同样不
容乐观。印度已连续多天每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5万例。菲律宾2
日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032例，连续
4天刷新单日新增病例数纪录，累
计确诊超过10万例；菲政府2日宣
布收紧首都马尼拉等部分地区的
防疫措施。截至2日，日本已连续5
天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1000例。
伊拉克7月31日报告的新增确诊
病例首次突破3000例。

欧洲地区，目前疫情最重的俄
罗斯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但疫情
曲线正在下降。随着复工复产进
一步推进，西班牙、法国、德国、英
国等国疫情近期出现反弹。英国
政府7月31日宣布，原定于8月1
日起实施的“解封”措施暂缓执行。

非洲地区确诊病例目前已超
过 90 万例，其中南非超过 50 万
例。南非在疫情初期采取了严格

的“封城”措施，但5月开始“解封”
后，新增病例数大幅增加。世卫组
织8月2日数据显示，南非单日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1万例。

决胜“武器”研发获进展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所说，应对新冠大流行这场史无前
例的全球危机，相关研发起着核心
作用。世卫组织正与全球研究人
员合作，致力于加快新冠诊断工
具、疗法和疫苗的研发。

近期，中国、英国、俄罗斯、美
国、印度等国均在新冠疫苗研发
上取得进展。中国研究团队7月
20日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发
表论文说，他们对一种新冠疫苗
开展了2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这
种疫苗安全且能诱导人体产生免
疫应答。团队正在开展3期临床
试验。

英国牛津大学团队同日也在
《柳叶刀》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展的
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取得初步成果，
疫苗能诱导人体产生较强免疫应
答，且不会引起严重副作用。据团
队介绍，他们目前正在英国、巴西
以及南非开展更大规模的疫苗临
床试验。

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
司和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各自的新
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已于7月27日
启动。俄罗斯也有不止一种新冠
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另据印度媒
体报道，该国首款新冠疫苗已于7
月24日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新华社记者 郭 洋）

夏日“沙滩夜经济”

近期，地处东海之滨的浙
江省舟山市朱家尖景区迎来
旅游旺季，游客们纷纷前来感
受碧海金沙的夏日风情。从7
月份开始，朱家尖南沙景区全
面升级沙滩夜游项目，开设了
夜泳、夜景沙雕灯光秀、音乐
驿站、露天电影、沙雕酒吧等
服务，同时健全健康码验码进
景区、免费提供救生衣、设立
夜泳灯光等安全措施，有效延
长了景区开放时间。

图为8月2日傍晚，身着
救生衣的游客在朱家尖南沙
景区嬉水。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美国“龙”飞船载两名宇航员返回地球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日电
（记者谭晶晶）搭载两名美国宇
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龙”飞船2日返回地球，溅落在
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海岸附
近，完成首次载人试飞任务。

在国际空间站停留约两个月
后，“龙”飞船1日离开国际空间
站。在近地轨道飞行约19小时
后，“龙”飞船点燃推进器开始回
归。随后，飞船的4个主降落伞
展开，以减缓飞船下降速度。美
国东部时间2日14时48分（北京
时间3日2时48分），飞船落入佛
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湾。美国
航天局说，这是45年来搭载美国
宇航员的飞船首次通过溅落方式
返回地球。

溅落点附近的回收船负责打
捞飞船。在一个多小时的准备工

作和安全检查之后，“龙”飞船舱
门打开，宇航员道格拉斯·赫尔利
和罗伯特·本肯安全出舱。

美国航天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在飞船返回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这次试飞任务标志着商业载
人航天新时代的开始。美航天局
不再是所有硬件的购买者、所有
者和运营者，而将成为客户，让众
多供应商在成本、创新、安全等方
面相互竞争。

“龙”飞船于5月30日搭乘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9”火
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
发射升空，将两名宇航员送往国
际空间站。5月31日，飞船与空
间站对接。赫尔利和本肯与空间
站的其他宇航员共同进行了一系
列实验和研究任务，进行了数次
太空行走。

88月月22日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龙””飞船溅落在美飞船溅落在美
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湾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墨西哥湾。。（（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耶路撒冷8月3日
电（记者陈文仙 尚 昊）以色
列国防军 3日凌晨发表声明
说，2日午夜和3日凌晨以军
战机轰炸了位于加沙地带的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军事目标。

声明说，2 日早些时候，
一枚火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
至以色列境内，被以军“铁
穹”防御系统拦截。作为报
复，以军出动战机轰炸了哈
马斯位于加沙地带的军事目
标，包括哈马斯地下军事设
施以及一处“用于军事设施
建设”的水泥厂。

上月5日晚，以军曾轰炸
了哈马斯位于加沙地带北部
的多个军事目标。

今年 4 月，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与中间党派蓝
白党领导人甘茨签署联合
政府协议。根据这一协议，
以色列将从 7 月 1 日开始在
美国“中东和平新计划”下推
进对约旦河谷和约旦河西岸
犹太人定居点“实施主权”，
所涉土地面积约占约旦河西
岸地区的 30％。协议签订
以来，巴以紧张局势加剧。
6 月 25 日，哈马斯在社交媒
体上表示，以色列吞并计划
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
宣言”。

以色列战机
轰炸加沙地带
哈马斯军事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