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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

“天下无贼”发布《反诈骗大数据报告》
首度为骗子“画像”

2016年 1月 14日， 天下无贼反信息诈
骗联盟两周年发布会在深圳召开， 腾讯安全
在会议上发布了《2015 反信息诈骗大数据报
告》（下文称《报告》）。《报告》基于联盟成熟的
反诈骗大数据， 系统分析了当前全国信息诈
骗形势，首度对骗子群体进行了“画像”。

“骗子”多为 90后
运用大数据精准诈骗呈趋势

《报告》介绍，2015 年我国信息诈骗呈现
影响范围广、损失金额高、分布不均的特点，
全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达 4.38 亿，占人
口总数的 32.2%， 相当于每 3 人中就有 1 人
接到过诈骗信息。 受害人中，40 岁以上中老
年人是受害高发人群；在性别比例上，男性受
害人的比例高达 63.7% ， 是女性受害者
（36.3%）的 1.75倍。

与受害人年龄层偏高不同， 作案者则呈

现年轻化态势，熟悉网络和计算机的 90 后占
犯罪人数的八成以上，他们通常选择 11 点和
16 点作案。《报告》指出，随着大数据在互联
网领域的应用，“坏人” 也已经开始利用大数
据技术实施精准诈骗； 诈骗团伙通过多种渠
道窃取用户在网络上的行为习惯数据， 进而
设计更为精准的诈骗场景， 使得诈骗成功几
率大大提高。

线上防御需加强
天下无贼升维反诈骗 2.0
� � � �腾讯公司副总裁丁珂表示， 由于大数据
技术被诈骗分子利用， 信息诈骗成功率越发
精准，传统“警企民”协作的 1.0 防御体系亟
待升维。

发布会上， 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
宣布升级反诈骗 2.0 防御体系，在“线下”
警企民反诈骗闭环的基础上， 反诈骗阵营

向“线上”扩容，将天音移动为代表的虚拟
运营商、 微信支付和百度钱包等第三方支
付、58 同城、 京东等网络服务商纳入反信
息诈骗联盟的协同协防机制， 建立线上反
诈骗预警、 诈骗资金拦阻及诈骗黑名单机
制，在用户消费及转账等场景进行布防；并
建立用户信息保护和监督机制， 加强用户
信息的管理，减少用户消费等信息泄漏，对
于造成用户消费信息泄漏等服务机构进行
公示和督促整改。

腾讯安全云部副总经理李旭阳表示，反
诈骗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识破诈骗场景，并
在用户进入到被骗圈套的同时给与及时的反
馈和提醒， 在特定区域内让一些诈骗案例下
降了 70%， 未来天下无贼反信息诈骗联盟的
所有成员将围绕反诈骗大数据技术，强化 2.0
防御体系，加强打击诈骗力度，让“天下无贼”
早日到来。

国美在线老李喊话：
年终玩大的！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到，新年还
会远吗？

1月 11 日至 20 日， 国美在线老李专场新
年狂欢第一季速度来袭， 独家首发 6 重好礼狂
掀抢年货巅峰大促：满千减百、最高减 2000，家
电百货 5 折狂欢购，888 个免单最高免 5000，
满 99返 99酒水抵用券等。 有国美在线“王牌”
促销活动之称的“老李专场” 携全品类正品低
价，新年再战巅峰盛惠！

农历猴年临近，居家好礼送父母，送亲朋必
不可少，你准备好了没？

国美在线 CEO 李俊涛引领电商年关购物
狂潮，全品类正品低价回馈消费者。每月一次的
老李专场不仅是国美在线立足大数据工厂深度
数据挖掘和精准营销的商业举措， 更是从用户
的切身利益出发， 实现其脚踏实地为用户服务
的愿景。

888个免单、五折疯抢、满 99送 99

湖南是中国茶油第一大省 ，
2014年种植面积2013万亩、 产量
20.7万吨、产值213亿元，分别占全
国总量的34.7%、40%和42.3%，稳
居全国第一。

在湖南的油茶产业中， 邵阳市
被称为“油茶之都”，具有得天独厚
的原材优势。但是，长期受制于交通
和信息的落后，产业发展一直滞后。
日前， 湖南贵太太茶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绥宁油茶产业园开工奠基仪
式举行， 邵阳油茶产业发展步入快
车道。

据介绍， 该项目计划投资5亿
元， 引进先进油茶籽低温冷榨生产
线和全套先进检验检测设备， 建设
国内最先进的现代化茶油加工厂，
兴建现代油茶博物馆、 高标准生产
车间、仓库、储油罐和办公楼等，并
通过土地流转方式在绥宁及周边油
茶资源丰富县市建立优质油茶基地
15万亩。预计该项目建成达产后每
年能生产优质茶油5万吨，年产值逾
30亿元。 ■肖祖华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欧阳睿静 苏好

下馆子时，你会不会习惯
性地将餐馆提供的消毒餐具
再涮一涮。几天后，星城消费
者将能依据消毒餐饮具的包
装，快速识别其是否安全。

1月18日，长沙市餐饮具
消毒行业商会宣布， 从22日
起， 长沙市一批正规消毒餐
饮具生产企业将在其消毒餐
饮具包装上统一使用“1122”
数字组合图形标志。 该标志
授权企业经认证符合《食品
安全法》、食（饮）具消毒卫生
标准等法律法规。

【现状】
消毒餐具
很多餐馆不敢用

很多食客有这样的苦
恼： 明明支付了消毒餐具使
用费，却不能放心使用，自己
还会动手“涮一涮”。而餐馆
也默认这一习惯， 客人入座
后自觉端上来盛水的空盆和
洗碗的茶水。

1月18日，记者前往好食
上、七彩江南、秦皇食府、徐记
海鲜等餐馆调查发现，大部分
餐饮商家均未使用消毒碗筷。
“顾客的消费体验并不算好，
不少人会要求提供热水和水
盆再次清洗，所以公司又开始
自己清洗和消毒碗筷。” 一家
餐饮企业工作人员称。

“目前，公司每天的成交
量约为5万套，价格根据消毒
规格的不同， 出厂价约为每
套0.7元。”长沙顺华消毒餐具
有限公司负责人章赛表示，
消费者对餐具消毒企业的信
任还不够，行业门槛准入低，
容易形成恶性竞争。

长沙市餐饮具消毒行
业商会会长蔡军也认为，该
现象既是行业鱼龙混杂导
致的后果，也对正规消毒餐
饮具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
和挑战。

长沙达标消毒餐具22日起“换装”，成本提高两毛多，但不涨价

今后下馆子请用“1122”标志餐具

数据显示， 自2005年消
毒餐具开始进入市场以来，
长沙市餐饮具消毒企业在高
峰期达到过六七十家， 这其
中还不包括“黑作坊”。目前，
通过资源整合、重组，长沙市
规模化经营的消毒餐饮具企
业已缩减至15家。

吕先铭介绍， 这些正规
企业按“1122”标志要求进行
餐饮具的清洗消毒时， 成本
将从每套餐具的 0.57元至
0.65元拉高至0.85元左右，这
与一些市场上黑作坊每套
0.2元至0.3元的成本相比要
高出不少，“在维持合理利润
空间的前提下， 普通消毒餐
具的市场使用费仍会维持在
每套1元左右。”

与此同时， 记者还了解

到， 除目前市场占有率较高
的普通强化瓷餐具外，未来，
长沙市餐饮具消毒企业还将
配合高档餐馆、 星级酒店的
需求推出高品质工艺瓷、珐
琅瓷、 釉下彩餐具。 蔡军透
露， 高档消毒餐具在清洗难
度上相对更大， 价格将会高
于普通餐具20%至30%。

1月22日起，带有“1122”
标志的消毒餐饮具将陆续在
长沙的餐馆中亮相。“有了统
一标志的消毒餐具包装，不
仅便于消费者识别， 更有助
于加强行业管理， 形成市场
对企业的倒逼效果， 从而促
进整个餐饮具消毒行业的良
性健康发展， 确保消费者餐
桌上的安全。”蔡军表示。

【规范】
一双筷子
需经6道工序清洗

据长沙市餐饮具消毒行
业商会顾问吕先铭介绍，使
用“1122”标志的餐饮具消
毒企业必须符合食品安全
法、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
等法律法规，厂房、设备、流
水线、 功能区隔等均需符合
规范， 用来给餐饮具进行浸
泡的清水需达到饮用水标
准。

在该标志所依据的《中
国餐具消毒行业餐具集中清
洗、消毒卫生标准（草案）》中
记者看到， 标准要求消毒餐
饮具要进行以蒸汽、 煮沸等
热消毒形式的物理消毒和使
用专业药物进行化学消毒，
清洗过的餐饮具需表面光
洁、无油渍、无水渍、无异味，
无不溶性附着物。

“以清洗筷子为例，要求
企业将其进行6道不可逆转
清洗工序后， 再放入蒸汽柜
高温消毒25分钟。” 蔡军介
绍， 如果是符合行业要求和
标准的消毒餐饮具产品，消
费者无需在使用前进行二次
清洗，便可以确保清洁。

长沙市餐饮具消毒行业
商会顾问吕先铭解释道，11
月22日， 是全国餐饮具行业

的“洗碗节”，“11” 像筷子，
“22”像两把勺子，也含有“一
颗良心、两手奉献”的意思。

贴标志成本提高但不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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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用“1122”标志

贵太太投资5亿
邵阳建油茶产业园

1月18日，长沙市消毒餐具合格标志1122发布。

由于来自亚马逊等在线零售
商的竞争， 沃尔玛百货公司1月15
日宣布将在全球关闭269家门店。
沃尔玛关闭门店的举措将涉及全
球1.6万名雇员， 其中1万名雇员在
美国。

虽然零售商提供了非常大的
折扣来吸引消费者，但美国假日期
间的零售额仍低于预期。

零售业咨询公司Conlumino
首席执行官尼尔·桑德斯称：“沃尔
玛决定减少美国门店的数量，这凸
显出过去几年零售业格局发生了
重大变化。当前的事实是，虽然实
体商店仍是零售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其重要性已经不如过去。”

■据参考消息网

沃尔玛宣布
全球将关店269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