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对于近 5.6 亿移动互联网用户
来说，首先还应提高辨别能力，避免
被恶意链接欺诈。 “比如，要养成从
正规网站登录的习惯， 遇到要求输
入手机号甚至银行卡等个人信息的
手机网页时，需要提高警惕，对于需
要用户‘授权并登录’的跳转页面，
应多留一个心眼。 ”宋申雷说。

因流量不足而到处寻觅 “免费
WIFI”的手机用户，也要避免接入无

需验证的公共 WIFI。 “黑客能够制
造假冒的公共 WIFI，监视并记录用
户所有的操作信息， 特别是盗取用
户隐私信息及网银账户密码。 普通
用户很难区分接入网络的真假 ，但
一旦连入‘黑网’，就有可能因信息
泄露而蒙受巨大损失。 ” 手机丢失
后， 应第一时间冻结与移动支付相
关联的银行卡账号、支付宝账号等。
（新华社记者 罗政、阳娜、魏董华）

� � 只因为点击了显示为
“10086”发来的“积分兑换
现金”的链接，浙江省湖州
市民钱先生的银行卡里近
8000 元就被盗取了。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 手机网络安全事件正
呈高发状态 ， 除 了 冒 充
“10086” 等伪基站短信发
的链接，类似“测一测你的
前世” 等一些有趣的应用
链接， 也可能藏有盗取用
户个人信息的木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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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民数量已达 6.68亿人
截至今年 6月，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者高亢）中国
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3 日在京发布了
第 36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显示，
上半年我国共新增网民 1894 万人；截至 2015
年 6 月，互联网普及率为 48.8%，我国网民总
数已达 6.68亿人。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刘冰介

绍，较去年相比，我国整体网民规模增速继续
放缓，2015 年上半年， 全国新增网民 1894 万
人，其中新增农村网民占 48%，比整体网民中
农村人口的占比高出 20 个百分点。 农村地区
新增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达 69.2%，未来
几年内，手机上网依然是带动农村地区网民增
长的主要动力。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 6 月，中国手
机网民规模达 5.94 亿，较 2014 年底增加 3679
万人。中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接
入互联网比例分别为 68.4%和 42.5%； 网民中
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 2014 年底的 85.8%
提升至 88.9%；平板电脑上网比例为 33.7%，较
2014年底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网络电视使用

率为 16.0%。
业内专家表示， 我国网民通过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接入互联网的比例均
有下降，随着智能手机终端的大屏化、中国品
牌的崛起和手机应用体验的不断提升，手机作
为中国网民主要上网终端的趋势将进一步明
显。

我国网络股民规模超 5600 多万户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

（记者高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 23 日在京发布了第 36 次
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报告
显示，2015 年上半年网络金融
服务类应用蓬勃发展，网上炒股
网民的规模显著提升，截至今年
6 月，我国网上炒股用户规模已
达 5628万，同比增长 47.4%。

报告数据显示，2015 年上
半年，我国个人互联网应用发展

加速分化， 电子邮件、BBS 等传
统互联网络应用使用率继续走
低；搜索、即时通信等基础网络
应用使用率趋向饱和，分别增加
2.7%和 3.1%； 移动商务类应用
发展迅速，成为拉动网络经济的
新增长点；网络支付从线上走向
线下，使用率增长迅速，上半年
增长 17.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
主任刘冰介绍， 我国网络炒股

正在成为网民投资焦点， 由于
股市带来的用户分流， 使得网
络余额理财类应用的使用率增
长出现停滞。2015 年上半年，网
络金融服务类应用发展紧随金
融市场变化， 伴随过去一年来
国内股市的涨幅， 网上炒股的
用户规模显著提升， 截至 2015
年 6 月， 网上炒股的用户规模
已达到 5628 万，较去年增长了
47.4%。

冒充 10086
非法盗取近 200万
———手机网络安全漏洞调查

利用钓鱼链接获利数百万元
浙江市民钱先生的手机不久前收

到一条显示为“10086”的号码发来的信
息：“你的手机积分可以换取 270 元钱，
可以上网提现”，并附有网址链接。“点
进去之后觉得页面很正规，就按提示输
入了姓名、电话、农业银行卡号和密码，
但提交之后就再无音信了。 ”钱先生随
后去农业银行查询，发现卡里的 7948元
已全部被提走。

据浙江警方介绍，钱先生的遭遇并
非个案。 在浙江警方查明的这起系列案

件中， 犯罪嫌疑人冒充中国移动客服
10086，在浙江、重庆、江西、湖南、广西等
多地通过伪基站向手机用户发送“10086
积分兑换现金”活动的链接，非法盗取近
200 万元。 在浙江警方破获的另外一起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不到一年多的时
间里，利用短信等方式向受害人发送木
马程序链接，尽管每位受害者的损失折
合人民币只约 1000 元， 但案件数量众
多， 犯罪嫌疑人总计诈骗或窃取至少
250万元。

【相关新闻】 新华视点

查分 APP、“测测前世”等竟是钓鱼链接
———利用热点事件，集中发送钓鱼

网站链接。 比如，在高考结束后的一段
时期，多地考生及家长收到了包含“高
考查分 APP”的短信链接；在 A 股市场
备受关注的情况下，“查看明日涨停股”
等信息频频出现在一些用户手机上。

奇虎 360 手机安全研究团队负责
人宋申雷告诉记者，很多这类 APP 实际
就是一个木马， 只要用户点击下载安
装，它就会在手机后台“安营扎寨”，你
在手机上的操作几乎一览无余，短信验
证通知、银行卡密码、支付宝密码等都
有可能被窃取。 ”

———利用用户猎奇心理，暗中盗取
个人信息。 有着 5 亿用户的微信，被用
户认为相对安全私密。 然而随着各种嵌
入到微信平台中的应用程序越来越多，
一些潜藏信息泄露风险的应用也逐渐
增多。 比如，“测测你的前世是什么人”

等小应用程序就通过微信平台广泛传
播。

蔡林等专家认为，正是利用用户的
猎奇心理和对平台的信任，一些包含木
马的钓鱼网页才会具有强大的传播力，
一些用户的信息正是通过所谓的授权
认证而泄露。

———入侵具有信誉的“安全 APP”，
获取用户信息。 拥有数千万甚至超过 1
亿活跃用户的搜狗手机输入法、UC 浏
览器等手机应用，也会因为程序漏洞遭
到恶意代码入侵。

据专家介绍，用户在不安全的网络
环境下点击“更新应用程序”，或者看到
好看的“输入法皮肤”点击下载时，恶意
木马就有可能趁机植入正常程序当中，
不仅可以获取用户保存的个人资料，还
可以通过提取用户敲击键盘的数据读
取交易密码。

2015亚洲户外展在南京举行
7 月 23 日，为期 4 天的 2015（第十届）亚洲户外用品展览会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次户外

展设有 5 万平方米综合展区以及跑步、潜水、攀岩、帐篷、水上用品、青少年户外用品、户外俱乐部之
家、亚洲户外产业大奖作品展等专区，国内外 600 多家品牌企业与会，展示各类户外用品与创新技术
装备，并开展现场体验活动。 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卫星将于明年上半年发射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者吴晶晶）记者

23日从中科院获悉，我国科学卫星系列中第二颗
拟发射的卫星———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验卫
星目前已完成有效载荷正样研制及环境试验，交
付卫星总体，预计将于明年上半年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发射。

实践十号卫星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胡文瑞

院士介绍，实践十号卫星是专门用于“微重力科
学和空间生命科学”研究的卫星，也是我国科学
卫星系列中唯一的返回式卫星。“微重力”通俗讲
就是失重，太空失重环境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宝
贵的研究资源。

据介绍， 实践十号卫星将进行 19 项空间科
学实验。

北京规划 2020年城六区常住人口下降 15%
新华社北京 7 月 23 日电（记者乌梦达、梁天

韵）在 23日举行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次会议上，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卢彦表示，为疏解
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将研究制
订方案，推动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转移。

据介绍， 上半年北京全市常住人口达到
2168.9 万人，增长 1.6%，同比回落 0.5 个百分点；
新增常住人口 17.3万人，同比减少 5.5万人。

据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到
2020 年全市常住人口力争控制在 2300 万人以
内，其中城六区常住人口在 2014 年基础上每年
降低 2-3 个百分点， 争取到 2020 年下降 15 个
百分点左右”。卢彦表示，下半年，北京将研究制
定城六区人口调控的政策和制度， 努力早见成
效。 同时，出台居住证制度，稳妥推进积分落户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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