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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在遭遇恶意差评时，不要认为花钱私了就能息事宁人，遇

到恶意差评，要第一时间妥善留存证据，主动向平台和公安机关举

报，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恶意差评类型还包括竞争对手所写的负面评价、离职员工所

写的负面评价、注册批量小号差评攻击等

为了删一个差评，商家竟被勒索8888元——

该好好管一管职业“差评师”了
本报记者 陈 静

靠不靠谱看评价，是不少消费者在
网上消费时的习惯。但是，对于一些不
法分子而言，“差评”成了可以钻空子
的“商机”。

近日，一个由7名“90后”组成的
“差评师”团伙，在被深圳法院以敲诈
勒索罪分别判处7个月至2年不等的刑
期后，又被阿里巴巴发起民事诉讼，法
院最终判决，该“差评师”团伙赔偿阿
里巴巴经济损失 8 万余元、合理支出 4
万余元。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
郑俊芳对此表示，阿里巴巴之所以要

“追杀三千里”，目的就是要不惜代价提
高作恶者的违法成本，为商家和消费者
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差评师”到底如何牟利？向商家
勒索钱财是最直接的方式。拿上述案件
来说，2017年3月份淘宝店主童某发现
店铺内鲜有差评的一款产品，收到了一
条有些奇怪的差评。更让该店主纳闷的
是，无论是提出退款退货，还是让对方
凭票报销维修费用等各种解决方案，买
家都不接受。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
遇到差评师了。果然，在一番沟通后，
对方提出索要8888元“补偿”。

考虑到被“差评”的是店里“爆
款”，怕差评对销量有影响，无奈之
下童某选择息事宁人。谁知，此后他的

网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收到一条类似差
评，并以此为要挟让童某给“补偿”，
不堪忍受差评骚扰的童某最终选择
报警。

“商家在遭遇恶意差评时，不要认
为花钱私了就能息事宁人，遇到恶意差
评，要第一时间妥善留存证据，主动向
平台和公安机关举报，运用法律手段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阿里巴巴高级安全
专家临阁说。

但网络恶意差评还有很多来源。
美团点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
为谋取不当利益威胁商户之外，恶意
差评类型还包括商家竞争对手所写的
负面评价、商家离职员工所写的负面

评价、注册批量小号差评攻击等。今
年3月份，大众点评诚信团队公示了首
批违法违规用户名单，合计对 13105
名用户采取了禁发点评、扣除违规贡
献值、罚贡献值、取消 VIP 资格等处
罚；对 1356014 条点评采取了屏蔽、
删除等处理措施。

打击网络恶意评价，技术手段很
重要。据临阁介绍，阿里巴巴不断升
级评价规则,并开发出评价极速处理等
赋能工具,帮助商家在遭遇恶意差评时
能有效地投诉和举报。“2018年评价极
速处理工具共保护商家近 9.3 万家，累
计保护订单约515万单。我们还推出了
大众评审机制，用类似陪审团的方

式，邀请普通用户来判断评价是否合
理。”

在技术之外，也要靠规则和法律。
在美团点评，每一位商家入驻平台之
前，都会收到一份《美团点评商户诚信
公约及管理办法》，公约详细明确了对
恶意差评行为的处罚措施，并引入了商
户诚信分制度。如果商户出现恶意差评
竞争对手的行为，将会被扣除诚信分，
并面临星级清零、搜索排序降权、公示
警告、点评不展示、清空所有点评等一
项或者多项处罚。扣满 12 分之后，美
团点评将永不收录该商户。

在立法方面，同样需要为打击网
络恶意评价留出空间。今年 4 月底，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 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出，网
络交易经营者不得删除用户不利评
价。“应该考虑到网络恶意评价的存
在，不能‘一刀切’。”中国社会科学
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刘晓春说，“这条款本身是为了保障消
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真实情况的知情
权，但也要考虑到网络恶意评价也在
扭曲评价的真实性，对于网络恶意评
价应该设置标准，对明显不合理的差
评，只要平台和商家能够证明确系恶
意，也应该给他们删除的机会。”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生产全过程的融合程度日
益加深，全球范围内工业设备联网数量迅猛增长，新的技
术架构、生产体系、运营模式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挑
战。在日前举行的2019年全国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工作
座谈会上，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司长谢少锋表
示，当前工业信息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工业领域频现高危
漏洞，勒索病毒等攻击手段愈发多样，严重影响了工业生
产运行。

国家工信安全中心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安全漏洞
数量高达 432 个，同比增长 14%，中高危漏洞占比达
99%。同时，乌克兰氯气站被攻击、委内瑞拉全国性断电
等大规模、高强度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工业信息安全已成
为各国政府重点关注的领域。

“从防护水平看，网上可辨识的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及设备数量超过 1.5 万个，遍布全国 31 个省 （区、市）。
其中，多数缺乏安全防护，甚至处于‘裸奔’状态。”谢
少锋说。从防护能力看，我国重要领域的设备接入、平台
运行等环节缺乏有效监测手段，融合工控技术与安全技术
的成套解决方案存在空白；从市场需求看，工业领域对信
息安全的需求尚未充分释放，以工控安全为主的工业信息
安全投入仅约10%，产业发展明显滞后。

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近年来反复提及“大
安全”，他认为随着信息化和物联网渗透到方方面面，网
络安全风险已经无处不在。网络攻击的危害从网络空间扩
展到了现实世界，除了个人安全、金融安全等，还包括社
会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2017年5月份，“想哭”勒索病毒爆发，据不完全统
计，全球有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20多万家机构的电脑
中毒。这一网络病毒甚至从信息世界闯进现实，造成出入
境及车管业务中断，加油站、医院不能正常工作。专家预
计，随着物联网、5G的快速发展，这种“伤及现实”的
网络安全威胁会日益严峻。

随着互联网向社会方方面面渗透，尤其是在“一切皆
可编程，万物均要互联”的趋势下，未来的网络安全已不
仅仅是单纯的个人信息安全或企业级信息安全。频繁爆发
的网络安全事件表明，网络威胁已经能够通过新技术和新
设备实现多源化、全自动智能攻击，传统的网络安全防御
形式、防御思路和数据量等瓶颈都有待打破。

对此，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王建伟透
露说，2019年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平台为中心，涵盖地方
和行业重要节点的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网络。在国家层
面完善工业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在地方层面推动态势
感知地方平台建设，并实现与国家平台数据资源对接和交
互共享，引导其他地方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参与国家态
势感知能力建设。在企业层面，要鼓励重点行业工业企业
积极参与感知节点部署，动态分析工业控制系统资产状
况，实时监测非法入侵、异常操作等安全事件。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小龙虾也有大学问，你吃对了吗

“伤及现实”的网络安全威胁日益严峻

工业信息安全亟待加强
本报记者 黄 鑫

夏天来了，霸屏朋友圈的“网红”美食，当属小龙
虾。然而，关于食用小龙虾对健康的影响却有很多传
言。小龙虾怎么吃最安全？选购小龙虾有哪些窍门？

问：有传言说小龙虾生活在污水里，体内聚集了很
多重金属，小龙虾还能吃吗？

主持人：据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
钟凯博士介绍，小龙虾的真名叫“克氏原螯虾”，是一种
淡水虾，其生存能力非常强，能够在污染严重的地方存
活下来。此外，小龙虾还是杂食动物，水底的水草、藻
类、有机碎屑等都可以成为它的食物，这也成为传闻中
小龙虾携带毒素的原因。

事实上，各地野生小龙虾根本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餐馆中的小龙虾基本上都是养殖的。在养殖条件下，
小龙虾密度比较大，如果水很脏，它们的活力就会显著
下降，天一热就会大批死亡，所以养殖户会非常注意水
质。此外，小龙虾摄入的重金属大部分会被转移到外
壳，随着不断生长和脱壳，这些重金属毒素被移出体
外，所以即便水里有重金属，小龙虾肉里的重金属也未
必会超标。

问：食用小龙虾时该注意哪些事项？
主持人：小龙虾的确可能携带寄生虫，但这不是它

的专利，其他水生生物同样可能携带寄生虫，如蛙、螺、
贝、鱼等。

预防寄生虫病的关键是烧熟煮透，尤其不要吃生
的或半生不熟的小龙虾。比较保险的做法是在清洗时
用刷子将虾体上的污垢刷洗干净，再在沸水中烧煮10
分钟以上。需要注意的是，野生小龙虾由于生长环境
不可控，不建议食用。此外，建议大家食用小龙虾一次
不要超过 1 斤，按照一般的规格大小，大约相当于 15
只至20只。

问：选购小龙虾有哪些窍门？
主持人：看虾腮，虾的外表可以通过刷洗变得很干

净，但腮没法洗，所以虾腮脏的就不是很干净的小龙
虾。看虾头，养殖环境差的小龙虾，虾头的腥味特别明
显，好环境养出来的虾，虾头腥味较淡。看做法，在餐
馆吃虾，麻辣、香辣口味的小龙虾常常会有死虾出没，
而清蒸、冰镇的小龙虾才最考验品质。

此外，在选购小龙虾时要挑选虾壳颜色较浅的。
因为小龙虾随着生长会不断脱壳，越是长得好，脱壳越
频繁，这样的虾壳比较薄，剥起来也容易些。

（本期主持人 吴佳佳）

国家统计局 5 月 16 日发布了 2019
年 4 月份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数据显示，4
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
中略升。在70个大中城市中，有67个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仅有
桂林与上月持平，赣州和韶关下降
0.1%。从总体数据看，尽管市场基本
延续平稳态势，但3月份和4月份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上涨城市增多，一些城市
土地市场火热甚至再现地王，这些现象
值得警惕。

商住价格稳中略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表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均略有扩
大；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
幅扩大，二手住宅涨幅回落；三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回落，二手
住宅涨幅微升。

4个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上涨0.6%，涨幅比上月扩大0.4
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
深圳分别上涨 0.5%、0.3%、1.1%和
0.4%。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其中，北京、上海和深圳分别上涨
0.6%、0.5%和1.1%，广州下降0.4%。

31 个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6%，涨幅回落0.6个百分点。

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格环比上涨 0.5%，涨幅比上月回落
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涨
0.6%，涨幅扩大0.1个百分点。

“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均略有扩大；三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
回落，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涨幅与上月持
平。”刘建伟说。

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同比上涨 4.7%，涨幅比上月扩
大0.5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上
涨0.8%，涨幅扩大0.3个百分点。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3%和8.3%，
涨幅均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
比上涨 11.3%，涨幅比上月回落 0.1 个
百 分 点 ；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上 涨
8.4%，涨幅与上月持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最近几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上涨城市数量
有所增多，今年1月份至4月份分别为

58个、57个、65个、67个。
对于上述情况，相关专家认为，当

前应该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更不
能借“一城一策”之名放松调控。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1月份至4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
资34217亿元，同比增长11.9%。从全
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走势图来看，今
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比较平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
支撑房地产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态势的原
因主要有二，一是新开工面积平稳较快
增长，二是对房价未来预期比较稳定。

相关专家表示，房地产投资代表着
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从整体房地产市场
发展来看，还是要按照中央提出的因城
施策、一城一策原则做好调控工作，做
好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工作，促进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5月份以来，多部委进一步强调了

“房住不炒”的态度。
国家发改委针对此前放宽落户引发

的调控放松猜想给出了明确回应，放宽
落户不等于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房
住不炒”定位必须坚持、不能动摇。要
始终坚持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这个底
线，城市既要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同时又要坚决避免投机者借机“钻
空子”，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
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防
止房价大起大落。

央行有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房地
产调控和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取向没有改
变。2019 年人民银行将继续严格遵循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
位，以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目标，坚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
性、稳定性。

该负责人还表示，要按照因城施策
原则，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同

时，会同相关管理部门，继续做好房地
产市场资金管理的相关工作。此外，还
将完善相关制度，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
的金融支持和规范，促进形成“租售并
举”的住房制度。

夯实城市主体责任

近期，楼市成交火热、地王频出的
苏州，升级了楼市调控政策。5 月 11
日，苏州市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
全市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补
充意见》，内容包括土地价格一旦超过
市场指导价5%的水平，就要落实“工
程竣工才可预售”的政策；部分区域新
房限售 3 年、二手房限售 5 年。此外，
在学区、人才等领域都有较为明确的政
策管控。可以预见，政策将有力打击各
类炒房行为。

苏州市政府表示，出台新政策是为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和完
善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长效机
制的决策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要求，遏制投机
炒房，精准施策，合理引导市场预期。

同时，多地还在整顿、规范房地产
中介市场秩序方面持续下功夫。

五一小长假期间，北京市住建委
执法部门联手 5 个区住建委开展房地
产市场检查，严厉打击“商改住”“产
改住”、委托手续不全、违法群租与违
规租赁等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共有
25家房地产经纪机构被查处。

北京市住建委称，上述房地产经纪
机构违反了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市区住建房管执法部门已立案查处，并
要求主流互联网平台下架其发布的全部
房源信息。截至目前，北京住建委
2019 年已依法对 145 家房地产经纪机
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立案查处。

4月份以来，吉林省、深圳市、呼
和浩特市等地均开展了市场整治。如
吉林省开展全省房地产中介专项整治
工作；深圳市印发通知要求对开发企
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等实行治
理，重点整治十类“楼霸”行为；呼
和浩特市要求整治房地产销售领域发
布虚假广告、签订不平等格式合同、
侵害消费者权益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
法违规行为。

业内人士认为，在目前各地遵循
“一城一策”的调控方针下，部分地区
房地产政策出现边际松动和调整。对于
地方政府来说，除了要加强对于预期的
引导和对价格的管理外，更应该持续约
束市场交易各方的行为规范。

4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稳中略升。在70个大中城市中，有67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

上涨，仅有桂林与上月持平，赣州和韶关下降0.1%。相关专家表示，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控的连续性和稳定

性，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更不能借“一城一策”之名放松调控。

4月份，70个大中城市有67城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珍惜调控成果 警惕炒作现象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亢 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