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

新闻纵深
责任编辑
林晓蔚

新华社厦门 7 月 21 日电（记者颜
之宏、吴剑锋）“史上最便宜甩货，不买
就亏了”“线上兼职，日赚 800 块”……
近来，一些网民发现，有人通过扫描二
维码进入微信群，发出各种诱惑性广
告，引导群内成员购物或通过指定的
转账操作牟利。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微信
群的二维码在网络上被倒卖，一些不
法分子借此实施诈骗或洗钱。

花钱买二维码入群“作妖”，

或骗钱或洗钱

“全体成员，现在学校推出一款补
习资料，主要补习语数外三个重要科
目，一共三套资料，还有专业老师网上
辅导，资料费共计 180 元。请家长们发
红包到群里，备注好小孩姓名。”

今年 5 月，在福建省安溪县某小
学五年级一班的微信群里，有人发布
上述通知，19 名家长陆续交了“资料
费”后发现受骗报警。

办案民警王槐宗介绍，犯罪嫌疑人
已被抓获。据交代，该嫌疑人通过在网
上购买微信群二维码进群，伪装成“数
学老师”。“他在潜伏过程中‘学习’群内
老师的语言风格，并采用同样的头像、
昵称对家长进行诈骗。”王槐宗说。

微信团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恶意倒卖微信群二维码、进群骚扰
正常微信用户的恶意团伙，一直是微
信安全中心打击的重点对象。

微信安全中心曾在 2019 年 12 月
发布提醒，有不法分子租用他人提供
的微信群二维码，将违法犯罪活动中
的赃款分批分量洗白。据介绍，有微信
用户受“网络兼职赚佣金”的广告诱
惑，按要求创建微信群，而后将群二维
码传给中介；中介将二维码提供给网
络黑产参与者。在扫码入群后，黑产参
与者在群内发放一定金额的红包，参
与“兼职”的群成员将红包提现后转账
到指定账户，完成任务并领取佣金。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
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表示，这种没有
正当理由协助他人转移资金并收取高
额“佣金”的行为，涉嫌洗钱。

据悉，河北、陕西、重庆等多地出
现相关案例。

微信群二维码被明码标价，

有人对非法收集“包教会”

记者调查发现，多个网络平台成
为微信群二维码买卖集散地，一些网
络社群不仅兜售非法搜集二维码的工
具，还提供“包教会”服务。

搜索“群二维码”，可以发现不少以“微信群活码”“微信
群二维码分享”为名的 QQ 群，正在兜售涉及全国各行各业
的微信群二维码，这些群动辄有一两百人。

记者联系多名卖家，交钱后被拉入相关微信群。一个随
机发现的群二维码价格为 0 . 3 元至 0 . 5 元，而一个指定的
群二维码价格为 2 元一个。

在另外一些社交或购物平台，同样存在倒卖微信群二
维码的情况。一些卖家以“每天更新 500 个群二维码”“二维
码活码无限量生成”等方式招徕顾客。此外，还有人发布求
购××楼盘业主群、××牌车友群二维码的信息。

同时，一些人出售微信群二维码“爬虫软件”牟利。一名
卖家在网上向记者推荐一款名为“集微社”的软件，该软件
月费 189 元，用户可自行添加关键词，抓取网站、微博、贴
吧、公众号等平台中的微信群二维码，并提供智能检测真
伪、过滤重复码等功能。

记者在卖家指定的平台分别输入“网约车群”“业主群”
等关键词，不到 5分钟就输出 227 个微信群二维码。一个卖
家对记者说：“有了软件，你也可以去做卖微信群二维码的
生意，薄利多销。”

还有一些网站公开提供相关教程。记者在一款 APP 搜
索框中输入“群二维码”“微信群”等关键词，立刻跳出不少
批量获取群二维码的教程内容。

例如，一条题为《每天获取 1000 个微信群二维码的技
术与渠道实战分享》的网文，详细介绍了搜索、使用微信群
导航网站和利用采集软件获取微信群二维码的方式。还有
一些网文，不仅教授快速批量获取微信群二维码的方式，还
对如何在群内潜伏、了解群成员需求等方面进行“教学”。

公安机关将加大打击力度，需提高法律和技

术防范

多地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表示，微信群是熟人间社交
平台，群内人员相互信任度高，对营销中隐藏的不法行为
缺乏警惕性，必须高度重视，加大对犯罪团伙的打击力度。

微信团队表示，对于微信群中的网络欺诈行为，已经上
线了专项打击、预警提醒、宣传教育等多项措施，对于恶意
进群人员进行封号打击，开发的提醒功能可以将其一键踢
出，并支持用户对群二维码进行失效操作。

据悉，购买二维码的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扫描方式入
群。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提出，当前微信群扫
描二维码入群的群成员身份无须审核，建议平台提高入群
门槛，设置改为“须由群主或管理员审核”，避免不法分子通
过群二维码“混入”群组。

专家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惩治贩卖二维码行为。
高艳东建议，目前买卖二维码通常都是用来实施犯罪行为
的，可以考虑适用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的“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的有关规定进行惩处。

此外，业内人士建议，从源头上取缔非法获取微信群二
维码的渠道，各平台应通过技术手段对此类交易进行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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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1 日电（记者白瀛、魏婧
宇、童芳、张漫子、许晓青、刘海、翟翔）因疫情原
因关闭约半年的影院，20 日起终于开门迎客。
国家电影局 16 日下发通知规定，低风险地区在
电影院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
可于 7 月 20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

复工影院防疫准备是否到位？复工首日上
映哪些电影？观众和电影业者都有何期待？新华
社记者就此走访全国多地影院。

“影院消杀挺到位，我们挺安心”

复工首日，成都有 15 家影院营业，唐婉翠
和朋友特意赶到 CGV 影城成都高新店来看首
场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

“看‘复工首日首场’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唐婉翠说，今天观影和疫情前最大区别就在于需
要全程佩戴口罩、间隔落坐，而且放映厅里严格
禁止饮食。“影院消杀挺到位的，我们挺安心。”

“我们严格执行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发
布的疫情防控指南，观众需实名登记个人信息
后方可入场，未戴口罩及体温 37 . 3 摄氏度以
上的观众，不允许进场。”成都 CGV 影城南区
市场经理夏瑜说。

记者发现，该影院采用网络售票，原售票前
台改为负责帮观众处理紧急事务，检票口则采
用无接触扫码检票。影院还设置了专门的发热
隔离房间，前台、休息区、检票口、卫生间都放有
免洗洗手液和消毒酒精，相关消毒记录清楚明
确。为充分落实防疫保障，该影院排映场次减少
至正常时期的一半，场次间距不少于 30分钟，
并在场间对影厅进行充分清洁、消毒通风，同时
也保障影厅之间错时排映，避免观众进出场时
聚集。上海等地影院的防疫安排也都与此类似。

20日 18时许，呼和浩特市凯诺星空影城七
彩城店迎来了全国影院复工首日的观影高峰。购
票软件显示，晚间 4 个场次均已达到 30% 的最
高上座率。记者见到，观众在检票处排成两队，完
成测温登记、手部消毒后有序入场。

“孩子暑假里就盼着看电影，今天我一下
班就带他过来了。”市民刘女士带着 10 岁的
儿子来观看《寻梦环游记》。记者见到，放映厅
内带着孩子前来的观众不少，大家按规定交
叉隔座，保持间距 1 米以上。

放映结束后，工作人员进入放映厅进行
清洁消毒，另一个已完成消毒的放映厅则已
迎来新的观众。

北京市电影局 21 日也正式宣布，北京地
区影院于本月 24 日起有序恢复开放。多家影
院负责人表示，目前正积极筹备复映。

“影院排片首选新片”

20 日当天，多地大部分影院排映的新
片有两部：讲述新疆孩童成长与乡愁的故事

片《第一次的离别》和通过匠人群像展现中
国世界文化遗产的 3D 纪录片《璀璨薪火》。

《战狼 2》《美人鱼》《误杀》《夏洛特烦恼》
《哪吒之魔童降世》《风声》《寻梦环游记》等一
批曾热映的中外影片，当日也重回银幕。

记者发现，目前上映影片多以 9 . 9 元、
12 . 9 元等低票价销售。为鼓励观众走进影
院，部分影院推出优惠让利活动。

据艺恩数据统计，20 日，《第一次的离
别》《误杀》分别以约 30% 和 10% 的排片比
占据前两位，其次是《寻梦环游记》《哪吒之魔
童降世》《战狼 2》。

“观众半年没看新电影，所以影院排片首
选新片，也会选之前市场反响好的影片复
映。”呼和浩特市凯诺星空影城维多利国际店

店长贺飞宇说，考虑到现在进入了暑期，复映
影片主要是动画片和爱国题材影片。记者在
该影院看到，日场电影上座率较低，夜场电影
上座率接近 30%。

20 日清晨，上海飘着雨，天山电影院门
前已热闹起来，大屏幕滚动播放放映信息，服
务人员全体上岗。

上海市电影局数据显示，当天上海有
148 家影院复工，占全部影院的近四成。天山
电影院成为率先公映早场的影院。

“前几天一知道电影院要开，我就赶紧买
票，一定要看‘首天首场’。”中学老师曹昭全
一早带着刚刚中考结束的女儿来看《第一次
的离别》，“这个电影名字很符合大家跟电影
院半年‘离别’的心境。”

“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疫情期间一直在家中刷剧，今天来到影
院，听到熟悉的‘龙标声’，感觉很有仪式感，

有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杭州的年轻影迷车航
说，希望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多类型多题材
新片上映。

据了解，目前国内待映的国产电影实际
已超过 60 部，7 月至 8 月多部新片已陆续宣
布定档，7 月底有《妙先生》《刺猬索尼克》等，
8 月七夕档期有《我在时间尽头等你》《荞麦
疯长》等，《夺冠》《紧急救援》《唐人街探案 3》
等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观众的热情和电影从业者的坚守是产
业不断前进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电影市场
可以尽快恢复之前的红火。但我们也会严格
按照有关部门统一安排，保障防疫安全的前
提下，逐步恢复。”夏瑜说。

贺飞宇看着排队在自助取票机取票的
观众感慨地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国产新
片上映，特别是喜剧、合家欢类型的影片。
“停工近 180 天，我们终于咬牙扛过来了，观
众有很强的观影需求，我们对未来充满希
望。”

记者还了解到，在国家电影局指导下，
华夏电影发行公司将于本周末开始，为医护
人员等免费发放几百万张观影券，向英勇战

“疫”的白衣天使致以电影人的崇高敬意。

●防疫完备吗？ ●排片好看吗？ ●观众回归了吗？

“影院归来”首日：久别重逢，盼再红火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1 日电（记者李凤双、
李建平、董宝森）挖了半辈子煤的老矿工谭庆
有，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名电商从业者。

谭庆有生活在东北重要煤炭生产基地黑龙
江省双鸭山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个老煤城
千方百计稳就业，通过发展电商服务、加强劳务
输出、扩大项目拉动等开拓就业创业新领域，截
至目前，全市新增就业 1 万余人。

蓄势勃发：拓展电商服务新空间

67 岁的谭庆有在双鸭山市电子商务发展
服务中心的一家电商企业负责物流、打包等工
作。疫情发生以来，他的收入不降反升，平均月
收入约 3000 元。

谭庆有工作的白色六层楼房是双鸭山市电
商就业创业的“梦工厂”。在宽敞明亮的一层电
商运营中心，特色地产商品被有序陈列。位于二
楼的创业创新孵化中心，数十个电商团队在这
里成长，并将电商“火种”引向双鸭山全域。

一年销售 3000 万穗玉米、将全市鲜食玉米
售空的王家丽出身于当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民营企业家张凤霖的公司旗下有 1800 余名“网

络达人”。“无论农民、下岗工人还是大学生，
他们都把这里看成是电商创业者的‘家’。”电
商创业者刘春玲说。

与刘春玲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
入驻双鸭山市电子商务发展服务中心后，均
可享受免费培训、免房租、财政贴息创业小额
贷款等服务。

双鸭山市经济合作促进局局长孙晓辉
说，双鸭山四五年前就布局电商，通过市委、
市政府强势扶持，当地积累了丰富经验和人
才，一些电商创业者成为全国农村青年致富
带头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疫情期间，双鸭山市电商又有新发展。今
年前 6 个月 ，全市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6 . 92% ；电商团队新增创业就业岗位约 400
个。双鸭山市集贤县兴起了电商一条街。

危中寻机：拓宽域外输出新渠道

3月过后，双鸭山市农民工张育财心里像
长了草，一边是河北企业两天一个电话催他复
工，一边是受疫情影响他无法登上外出列车。
焦虑之际，他获知政府将开通“劳务输出直通

车”的消息。
10 多天后，他和 179 名来自双鸭山市的

农民工经过测体温后，登上 6 辆客车。他们被
“一站式”送达浙江、山东、河北等地的企业，
实现跨省“点对点”劳务输出。

疫情之下，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山东鲁
丰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3 月初带车来到
双鸭山市宝清县，迎接新招聘的 46 名农民
工。他说：“企业遇到招工难，宝清县就业服务
中心两天就帮助企业招聘到了所需工人。”

双鸭山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关晓东说，
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就业压力，双鸭山市深挖
域外就业岗位，拓展劳务输出就业，与上海、
天津等地的多家单位建立劳务输出合作关
系，并制订农民工集体返岗复工运输计划。

今年以来，全市已返岗及新增外出务工
农民工 7910 人，超过全市今年春节前返乡农
民工总数。向山东、浙江等地集中组织输送农
民工 861 人。

挖潜提效：扩大项目拉动新增量

34 岁的农民工马成良觉得自己很光

荣——他参与生产的医用酒精被源源不断送
至抗击疫情一线。

马成良去年将家里 17 亩耕地流转出去
后，来到宝清县一家企业打工，每月有近 4000
元收入。他打算再干几年就在县城买楼房。

这家企业投资 9 . 8 亿元的 30 万吨玉米
燃料乙醇项目，一年可以将 92 . 4 万吨玉米
转化为 30 万吨燃料乙醇、27 . 3 万吨酒糟蛋
白饲料等。它不仅促进了当地绿色转型，还能
提供 500 多个就业岗位。今年 2 月中旬企业
复产以来，生产、用工形势较好。

酷暑时节，位于双鸭山市郊的黑龙江建
龙钢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炎热而繁忙。这
个黑龙江省规模较大的钢铁生产企业 6 月份
实现盈利约 6000 万元。企业人事行政处处长
吴春锋说，疫情发生以来，企业不减员、不降
薪。上半年，企业新增用工 150 人，其中新招
聘大学生 50 人。

双鸭山市委书记宋宏伟说，当地高度重
视大项目建设，深挖产业项目就业潜力。今年
全市 177 个重要项目实现开复工，有近 8000
人到岗就业。

发展电商服务 加强劳务输出 扩大项目拉动

矿工转行电商，老煤城双鸭山开拓新领地

▲ 7 月 21 日，万达影城北京 CBD 万达广场店工作人员在放映厅内进行消杀清洁工作。当
日，记者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市低风险地区电影
院在各项防控措施有效落实到位的前提下，可于 7 月 24 日有序恢复开放营业。截至目前，北京
市所有街乡均为低风险地区。 新华社记者彭子洋摄

北京：电影院 24 日营业

▲ 7 月 21 日，在余姚市小曹娥镇的辛慧学校暑期乐园里，余姚市大城小爱公益服务中心的青年志愿者们
在给孩子们上暑期安全课。

 7 月 21 日，在余姚市小曹娥镇的辛慧学校暑期乐园里，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玩“默契传递”的趣味
游戏。

正值暑假，浙江省余姚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们纷纷从家乡来到余姚与父母们团聚。为了解除家长们的后
顾之忧并让来自异地的“小候鸟”们能拥有充实快乐的暑假生活，余姚市大城小爱公益服务中心的青年志愿者
组织开展多期以“多彩暑期 快乐成长”为主题的暑期乐园活动，内容包括安排文化课程、书画兴趣课、趣味手
工课等，同时还给“小候鸟”们准备了暑期清凉大礼包，让他们在异乡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浙江余姚：“小候鸟”的快乐暑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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