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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网 App 为何屡禁不止
新华社广州 11 月 8 日电（记者 胡
此外，蹭网 App 还破坏了“使用林果 黄浩苑）一到周末，放假在家的孩
付费”的市场原则。业内人士认为，这
子们又与手机“不离不弃”了，本以为
些“流量小偷”影响了无线网络的正常
“关掉自家 Wi-Fi 就好”的家长发现， 使用，造成网络堵车、下载缓慢或者网
各种破解 Wi-Fi 密码的“神器”让孩子
页打不开等问题，侵害了付费者的正
畅玩无阻。另一边，用户密码等数据
当权益。
被偷偷上传，
隐私安全难以保障。
■违法成本低：
打掉一个长出一堆
此类软件的恶意行为究竟有何后
这些蹭 Wi-Fi 神器究竟是怎么运
果？为何屡禁不止？对此记者进行了
作的？据艾媒分析师介绍，Wi-Fi 分享
调查。
软件“偷密码”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
■蹭网
“神器”
“
：免费午餐”
危害大
一，暴力破解密码，采用英文字符、数
“怎样屏蔽邻居的 Wi-Fi”
“怎样防
字、特殊符号的组合对密码逐个进行
止邻居密码被破解”??很多家长在网上
破解尝试；第二，应用未经用户许可或
发帖求教。讽刺的是，与家长焦虑无
同意，将用户填写或储存的密码上传
奈的求助相比，更多的网帖在传授如
到服务器供其他用户调用，
“ 也就是
何使用 APP 攻破他人 Wi-Fi 密码。
说，用户使用这些软件后一旦登录自
“这些破解 Wi-Fi 密码的软件和
己家的无线网，家里的无线网也被默
教程多如牛毛，让学校和家长在防治
认分享了。
”
青少年沉迷手机游戏的努力付之一
记者在安卓市场上搜到一款名为
炬。”长期从事青少年教育的社工韩立 “万 X 宝”的 App，介绍显示，
“不仅能自
怡说。
动破解周围 Wi-Fi，还能手动指定破解
Wi-Fi、显示密码”。另外一款号称“密
记者在安卓手机应用商店里以
“Wi-Fi”为关键词搜索，出现上百个
码查看神器”的 App 则在打开之后弹
Wi- Fi 分 享 类 App，下 载 量 多 的 过 亿
窗显示，可进行“云破解”，即用软件本
次，少的也有几千次。一些 App 直言
身的密码库暴力破解他人密码。
不讳介绍功能：
“采用多种破解技术对
某技术中心工程师团队对安卓市
Wi-Fi 密码进行破解”
“ 真真正正能够
场搜索下载量比较高的部分产品进行
破解别人的 Wi-Fi 密码，让用户随时
了系统测试，结果显示，这些“神器”基
本都疑似存在未经用户允许、私自保
随地都能连接到 Wi-Fi 网络”……根
留与上传用户密码的行为。
“对于被蹭
据艾媒咨询统计，关于 Wi-Fi 密码分
享类 App 在各安卓市场超过 500 个。
网的用户来说，有数据被泄漏的风险，
如果这些数据被不法分子利用会造成
隐藏在“免费午餐”背后的是数据
信息的捕获。360 天马安全团队负责
更大损失。
”艾媒咨询 CEO 张毅说。
今年 4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对
人柴坤哲说，这类 App 打着免费旗号，
能够在短期内扩展足够多的用户，积
此类 App 开展调查，对涉嫌入侵他人
累 Wi-Fi 与密码的对应数据库，并进
Wi-Fi 网络、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两款
行其他维度的数据收集，甚至出售数
知 名 App 依 法 依 规 进 行 了 处 理 。 然
而，仅仅半年过去，蹭网类 App 又卷土
据给第三方平台。

重来。
爱加密 CEO 郭训平分析导致此
类 App 禁而不止的原因：开发成本相
对较低、开发周期短，在破解代码程序
后，更改一个“皮肤”就可自行发布供
人下载；此类应用需求量大，开发者可
通过植入广告、窃取信息等方式获利，
开发成本远远低于违法违规成本；各
大应用商店对于 App 进入的审核标准
不统一，部分 App 不经应用市场也能
直接在网页上下载使用。
■让法律长出“牙齿” 让监管形
成
“闭环”
“密码小偷”明目张胆地破坏市场
环境和公序良俗，对蹭网 App 的“牛皮
癣”
该如何根治？
“App 上线目前尚未做到前置审
核，从应用商店的角度来说，也更愿意
多集纳新的 App 聚集流量。”郭训平表
示，网络监管部门应加强常态化巡查，
对于违法违规的企业及个人，应由多
部门予以联合惩处。柴坤哲建议，各
大应用市场需把好入口关，如有诱导
分享等手段需对其进行整改，从渠道
上给予此类软件约束。
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战略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谷雨认为，在个人隐私保
护和立法上需要加快推进，以法律的
形式规定滥用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责
任，
“ 要让监管形成闭环、让法律的锤
子能够落地。
”
用户自身安全意识也有待加强。
张毅等人建议，社会各界需多途径、多
方式加强用户隐私意识教育，用户应
对软件默认勾选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
保持高度重视，不下载安全性能不高
的 App，尽量到正规应用商店下载使用
评价等级较高的 App。

世界互联网大会

蓝皮书发布
新华社杭州 11 月 8 日电（记者 张
泉 魏 董 华）
《世 界 互 联 网 发 展 报 告
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
蓝皮书 8 日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上发布。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中
国数字经济总量达 27.2 万亿元，数字
经济对 GDP 增长贡献率达 55%。
报告指出，当前，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深度
融合，成为引领创新和驱动转型的先
导力量。2017 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
达到 12.9 万亿美元，美国和中国位居
全球前两位。全球电子商务市场保
持快速增长势头，交易额达 2.3 万亿美
元，亚洲、拉丁美洲、中东、非洲等新
兴市场成为新的增长点。截至 2018
年 6 月，中国 4G 用户渗透率进入全球
前五，5G 研发进入全球领先梯队，电
子商务市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据介绍，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
由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编写，内容包
括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数
字经济、政府数据开放、互联网媒体、
网络安全、互联网法治建设、网络空
间国际治理等 8 个方面，是互联网领
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11 月 8 日，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主办的“丝绸之路历史档案文献展”在福
建省档案馆开幕。图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档案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现场参
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少女因躲避野狗溺亡引众怒
新华社北京 11 月 8 日电 美媒称，
马其顿共和国政府承诺修改有关流浪
动物的立法，起因是一名少女因试图
躲避一群野狗在河中溺水而亡。
据 美 联 社 斯 科 普 里 11 月 7 日 报
道，警方称，5 日在戈斯蒂瓦尔市的一
座公园内，一群野狗追赶一名 17 岁少
女，数小时后在下游找到了该少女的
尸体。

报道称，
少女的死引发众怒。长期
以来，
马其顿一直面临流浪狗数量庞大
的问题。动物保护团体敦促当局对抛
弃宠物狗的狗主人加大法律惩治力度。
马其顿政府 6 日在声明中承诺准
备为解决这一问题草拟立法。
当地电视台报道说，今年截至目
前，在首都斯科普里已有超过 1000 人
因遭狗咬而求医。

沪深股指
“四连跌”

两市成交不足 3000 亿
新华社上海 11 月 8 日电（记者 潘清）本周
以来持续走弱的 A 股市场 8 日继续下行，沪深
股指双双“四连跌”。
“中小创”表现疲弱，两指数
跌幅分别超过或接近 1%。两市成交不足 3000
亿元，
显示市场心态较为谨慎。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60.09 点小幅高开，早盘
在红盘区域窄幅盘整，午后开始震荡回落。尾
盘 沪 指 收 报 2635.63 点 ，跌 5.71 点 ，跌 幅 为
0.22%。至此，
沪指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收跌。
深证成指收盘报 7698.02 点，跌 54.02 点，跌
幅为 0.70%。
“中小创”表现疲弱。创业板指数跌 1.20%
至 1329.59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 5118.18 点，跌幅
也达到了 0.93%。
沪深两市近 2100 只交易品种收跌，明显多
于上涨数量。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 50 多只个
股涨停。
行业板块同样跌多涨少。轮胎橡胶、贵金
属板块整体跌幅超过 2%。航天国防、电信服
务、券商、有色金属等板块跌幅靠前。上涨板块
中，
牧渔、综合类板块涨幅在 2%以上。
沪深 B 指继续走低。上证 B 指跌 0.12%至
275.92 点，
深证 B 指跌 0.21%至 886.32 点。
沪深两市成交明显萎缩，分别为 1287 亿元
和 1679 亿元，总量不足 3000 亿元，显示市场心
态较为谨慎。

陕西破获一起

特大非法经营假冒卷烟案
新华社西安 11 月 8 日电（记者 李一博 姚友
明）记者 8 日从陕西省安康市公安局了解到，安
康日前破获一起特大非法经营假冒卷烟案，目
前已抓获涉案成员 97 名，核实涉案金额 1.5 亿
元。
2016 年 12 月，安康市平利县公安局与平利
县烟草专卖执法部门在工作中发现，平利辖区
有多人次通过互联网，在微信名为“521”的网民
手中购买卷烟，交易金额共计 56080 元，后经陕
西省烟草质量监测站鉴别，上述人员购买的卷
烟均为仿真度很高的假冒卷烟。经进一步初
查，一个以福建省云霄县等地为生产基地，遍布
全国 31 个省份，利用手机微信搭建平台，结构
严密、分工明确的特大非法经营假冒卷烟犯罪
集团浮出水面。
案件逐级上报至公安部后，被列为公安部
挂牌督办案件。安康市公安局针对此案成立专
案组，办案民警先后奔赴广东、福建等 20 余省
份，调查涉案银行账户 3000 余个，调查出包括
犯罪嫌疑人陈某凤等在内的 100 余个一级“销
售商”和数以千计的二、三级“销售商”的特大非
法经营假冒卷烟犯罪集团。发现该犯罪集团依
托福建云霄假烟生产窝点，福建厦门、泉州，广
东广州、潮汕，湖南长沙等寄递物流平台，利用
微信搭建覆盖全国的假烟层级销售网络，是一
起典型的微信分销订货、厂家直接寄递发货、产
供销齐全的非法经营假冒卷烟案件，具有典型
的利用网络分销、传销新型涉烟犯罪特点。
截至目前，陕西安康警方已摧毁打掉陈某
凤、李某雪为一级销售商的两条售卖假烟犯罪
网络，全案共抓获涉案成员 97 名，打掉假烟仓
库窝点 9 个，查扣成品假烟 1 万余条，查扣冻结
涉案资金 200 万余元，运输车辆 2 台，作案手机
73 部，
电脑 13 台，
涉案资金达 1.5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