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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家购物，卖家需先交“保证金”？
网上二手交易平台骗子“上线”冒充买家和客服

本报讯 （记者 马骏）随着
电商行业的发展，“买买买”早
已成为了广大市民的一种生活方
式。然而，很多市民冲动下的

“买买买”，经常会买来一些并不
是真正需要的商品，退货又超过
了期限，只能闲置在家里。正因
如此，许多“卖卖卖”的二手交
易平台应运而生。大家渐渐学会
了卖旧物而不是扔掉，用闲置物
品换钱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但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

近日，90 后的小张就在某
二手交易平台上差点着了骗子的
道。小张表示，结婚后，她与丈
夫搬进了新家，随之而来的便是
收纳难题。小张说，自己和丈夫
平时都很喜欢逛淘宝，几年下
来，家里每个柜子都塞满了东
西，其中有很多东西买回来后只
用了几次，随后便成了占空间的

“鸡肋”。近段时间以来，二手交
易平台十分流行，小张与丈夫便
时不时地把家里一些不再需要的
东西放到平台上交易。

11 日下午，小张在手机上
看到了“转转二手交易平台”上
发来的消息，有人对她放在平台
上交易的一只包包很感兴趣。

“买家只问了我包包有没有问题
后，便直接拍了，当时我还挺高
兴的，毕竟之前的几次交易，买
家问的问题比较多，我得一一解
释。”小张说。然而，让小张没
有想到的是，不一会儿，那位买
家却告诉她，无法付款。小张表
示，自己在该平台上交易过好几
次了，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
况，看着近在眼前的生意竟在程
序上出了问题，小张十分着急。
随后，买家给小张发来了一张截
图，内容显示，买家无法付款是
由于卖家尚未与转转网签订《消
费者保障协议》，需要卖家扫二
维码进入转转客服中心进行处
理。一头雾水的小张赶紧扫码进
了客服界面，客服人员告诉小
张，经系统检测，小张的店铺尚
未开通“消费者保障”服务，需
要缴纳 400元保证金，这 400元
属于店铺押金，买家完成付款后
即可立即申请返还。看到“客
服”开门见山地要钱，小张一下
子冷静下来，对整个事情进行思
考。“其实一开始我就挺疑惑
的，注册时根本不用交钱，之前
的交易没交保证金也进行得很顺
利，怎么现在突然要交钱了。而

且，明明在平台上就可以直接联
系客服，为什么这次却要扫码联
系呢？”抱着怀疑的态度，小张
点开了这位买家的信息栏查看，
发现这位买家竟然没有任何具体
的个人信息。

小张的丈夫在听说此事后，
意识到这或许是骗局，便通过扫
码与所谓的“人工客服”联系求
证，没想到“客服”这时却突然
沉默了。小张随后在网上就这一
遭遇进行了搜索，发现不少人都
有过类似被骗的经历，随后，小
张在平台上举报了这位买家。就
此事，小张又向平台客服进行了
反映，但客服迟迟没有进行回
复，这让小张十分困惑。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 互 联
网+”的模式为个人交易提供了
足够的便利性，新技术、新业态
的繁荣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同
时，“快时尚”“快科技”也在催
生着“闲置出售”的交易。比如
对于果粉而言，每一次出了新产
品就一定要追，而旧机器转卖还
能套现。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商
业的步伐越走越快，“废物”的
充分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自己
的废物可能是他人的宝物，人们

需要一个平台来展示和出售个人
闲置物品，最终实现“变废为
钱”的过程。

记者调查了解到，在社交网
站、App上的闲置物品交易，往
往是采用志愿者管理的形式，监
管力度偏低，在线支付也往往是
通过网银或者第三方支付软件直
接转账，不仅容易发生纠纷，安
全性也偏低。记者调查发现，闲
鱼等平台类网站，虽然相对比较
规范，并且使用受到管控的第三
方支付，但仍然不时有消费纠纷
发生。

警方提示，在进行网络交易
的时候，对收到任何资金被冻结
等内容的短信或邮件，一定要自
己拨打官方电话进行核实。此
外，网络交易时，不要轻易跳出
原有的交易平台，如果对方要求
线下或转移至其他平台交易，一
定要警惕，很可能是个圈套。

图为小张扫码进入客服界
面后的聊天记录。

本报讯（记者 张敏）最近，
我市一些苹果手机用户反映，经
常收到有关赌博的垃圾短信，有
时候一天就有好几条，删都删不
过来，即便举报都没用。这类垃
圾短信好像“专攻”苹果手机，安
卓手机相对少一点。“不是说苹

果手机‘更干净’么？怎么在拦
截垃圾短信这方面反而还不如
安卓手机呢？”市民张女士提出
了自己的疑问。

带着张女士的疑问，记者
咨询了苹果手机专卖店的工作
人员，一位颇有经验的工作人
员称，这其实和苹果自带的软
件有一定关系。苹果自带的短
信功能与传统意义上的短信是
不一样的，它是通过流量发送
的，可以发短信和彩信，甚至
可以发视频。“这么说吧，苹果
手机上的短信功能，更像是邮
件，可以一对一发送，也可以
群发，有人就利用群发功能来
给苹果手机用户发送赌博短
信。”该工作人员说道。

那到底是谁在发送这些赌
博信息呢？记者了解到，很多网
络平台上都有这种群发的业务，
一般都是上万条一起发，每条价
格也便宜得惊人，只要几分钱。
另外，一些手机用户的信息也可
以买到，价格更低。有买、有卖、
有平台，可以说是形成了一条

“地下产业链”!只要有需要，谁
都有可能群发这类信息。

可为什么这些赌博信息偏
爱苹果手机呢？众所周知，普
通的垃圾短信，用户直接把号
码拉黑就行，运营商也有垃圾
短信屏蔽系统，可以帮助拦
截。但是苹果手机里这种垃圾
信息却不好治理。为此，记者
拨打了苹果客服热线，工作人
员表示，出于对用户隐私的尊
重，服务端无权读取用户接收的
内容，因此就无法从中监管，只
能用户自己修改手机设置进行
拦截。然而，记者将自己的苹果
手机关闭了信息接收功能后，却
发现不仅垃圾短信没有了，正常
的信息也收不到了。对此，苹果
手机用户吐槽：“太不方便了，好
心塞！”

法律界人士认为，垃圾短
信泛滥，不能只靠用户来自
救，根据相关规定，互联网服
务提供者对利用其服务发布违
法广告的，应当予以终止。苹
果公司作为服务提供商，必须
履行监管的职责，对可能存在
的技术和管理漏洞应该主动改
进，不能让保护隐私的优点成
了用户使用体验中的痛点。

赌博短信“专攻”苹果手机？
保护隐私的优点成拦截垃圾短信的痛点

图为一市民收到的关于赌
博的垃圾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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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民眭先生反映，他前几天中午驾车经过天一路和
南二环路交叉路口时，发现该路口左转的红灯、黄灯、绿灯同时
亮着，给司机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希望有关部门及时维修。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眭海斌 摄）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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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8上半年网络谣言大盘点上半年网络谣言大盘点

你被这些谣言套路过吗你被这些谣言套路过吗？？

谣言1.
雪里有融雪剂，对眼睛有危害

一不留神，2018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这期间，
网络谣言时常出现：吃西瓜感染“sk5”病毒、积雪中撒
有融雪剂、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其中，有些已经老掉
牙，有些则紧追“时尚”。下面，记者带你一起梳理上半
年在丹阳流传甚广的网络谣言及辟谣真相，以期广大
网友在纷繁芜杂的信息海洋中提高对谣言的辨识度。

【传闻】
今年 1 月，有这样一条消

息刷屏了丹阳人的朋友圈：“环
卫处友情提示：请家长们告诉
孩子玩雪的时候可千万别把雪
往对方脸上撒，特别是城区马
路边的雪，雪里有融雪剂，对眼
睛有危害！接力下去，让更多
的人知道。”消息一出，很多市
民产生了恐慌，好不容易下个
雪，还想着带着小孩出去打雪
仗，难道连雪都不能碰了？

【真相】
近年来，我市坚持绿色环

保除雪原则，仅在部分坡路、桥
梁、弯道等重要交通节点，适度
撒上环保型融雪剂。市民堆雪

人和打雪仗常在小街巷和小区
内，这些区域禁止使用融雪剂，
雪内基本不含融雪剂成分。

而且，眼科医生也表示从
未接诊融雪剂伤眼病例。因为
相对于大量的积雪，即便是有
融雪剂含量也是微乎其微，如
果融雪剂达到一定浓度，会造
成眼部灼伤。但这就不是打雪
仗了，而是扔融雪剂了。

【提醒】
这种谣言几乎每到下雪季

就会流传，实在没啥技术含
量。大家稍微走走心，掌握如
何判断积雪中是否含有融雪剂
的方法就不会轻易上当。

谣言2.
丹阳买房限贷了

【传闻】
33 月月，，一则一则““消息消息””不胫而不胫而

走走，，传言非丹阳本地户口购房传言非丹阳本地户口购房
时商业贷款将受限时商业贷款将受限。。所谓所谓““紧紧
急通知急通知””声称声称：：根据根据《《中国人民中国人民
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会关于完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
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策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82018〕〕
275275号号》》文件规定文件规定，，对不能提供对不能提供
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
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
停发放购房贷款停发放购房贷款。。

【真相】
经我市银监办核实，文中

所提供的银发〔2018〕275号文
件，实为中国人民银行 2010年
所发文件，非我市最新商业住
房贷款政策，传言中的文件依
据、限贷政策均系造假。

【提醒】
市民在网络上看到此类消

息，不要盲目急于转发，只要致
电相关部门，就能核实消息真
伪。

谣言3.
丹阳往句容途中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谣言5.
吃西瓜会感染“sk5”病毒

【传闻】
“宁波市人民医院：昨

天凌晨2点23分，3名男女感
‘sk5’病毒后死亡，最大的
32 岁，最小的 5 岁，参与抢
救的医生已被隔离，中央 1
台电视新闻已播出，暂时别
吃西瓜，尤其是果肉红的西
瓜，目前大连有3167人已感
染。希望朋友们收到后，马
上发给你关心的人。为了你
和你朋友的健康，请转发。
暴雨雨水污染严重，少买西
瓜吃。看完快转发。”近日，
不少丹阳人的朋友圈都在转

发这样一则消息。
【真相】
吃西瓜会感染病毒？记

者上网搜索发现，类似消息
之前在多地流传。被此病毒

“感染”的地点涉及多个地
区，食物有酸菜鱼、凉皮、
杨梅、西瓜等多个种类，且
感染者死亡时间都为“凌晨2
点 23分”，“感染病毒死者最
大的32岁，最小的5岁”。病
毒的类型除了“sk5”外，还
有 “sk2”、“sk4”、“sk6”
等，堪称五花八门。尤其令
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些消息

中 的 感 染 人 数 都 为
“3167”。

记者也从医院获悉，在
传染病中根本没有“sk5”病
毒，此消息肯定为谣言。

【提醒】
这是每年夏季最热门的

谣言之一，传播内容都差不
多，只是改变一些小地方，
换汤不换药。总之遇到这样
的消息，市民不要轻信，获
取健康信息还是从疾控或医
疗机构等媒介，以免受到误
导。不要过分解读，更不要
盲目传播。

？？

？？ ？？

【传闻】
6月，一段惨烈车祸的小

视频被网友在微信群及朋友
圈中疯狂转发。视频中显示
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内人
员伤亡惨重。有网民在转发
中声称此重大交通事故发生
在丹阳往句容路上。

【真相】
丹阳警方在了解这一情

况后，迅速开展核实工作。经
民警核实，镇江全市范围内并

未接报此类重大交通事故警
情。原来，视频中的这起交通
事故系 6月 13日 17时许哈尔
滨市滨水大道上发生的一起
交通事故。关于该起事故，中
国网等各大新闻网站都对此
事件进行了报道。

【提醒】
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不

实信息等扰乱社会秩序的，都
属于违法行为，必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

谣言4.
陵口两小孩误喝农药身亡

【传闻】
上个月，一则“陵口镇

两小孩喝农药死亡”的视频
在微信朋友圈及微信群中广
泛传播。除了视频外，还附
有这样一句话“丹阳陵口：
大人在田里打药水，一对双
胞胎在田旁玩耍，两个孩子

把农药当可乐喝死了。”
【真相】
该消息出现后，辖区陵

口派出所立即开展调查核
实。经核查发现，陵口镇并
没有出现此情况。此外，民
警也发现，这个视频先后在
很多地方都流传过，只是每

次附带的文字不同，确认这
属于不实消息。

那消息到底是从哪里传
出来的？经调查，民警找到
了该谣言的传播者陆某。经
陵口派出所对其进行法治教
育后，陆某认识到了错误，
表示不再发表此类言论。

【提醒】
暑假期间一定要注意儿

童安全问题，但请不要传播
不实信息，谣言止于智者，
切勿充当网络谣言的传播黑
手。

？？
丹阳陵口：大人在田里打药水，一对双胞

胎在田旁玩耍，两个孩子把农药当可乐喝死
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娜周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