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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块链“忽如一夜春风来”。作为核心技

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区块链的安全风

险问题被视为当前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一

大短板，频频发生的安全事件为业界敲响警

钟。拥抱区块链，需要加快探索建立适应区

块链技术机制的安全保障体系。

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区块链技术近年来快速发展，技术应用

已延伸到数字金融、物联网、智能制造、供应

链管理、数字资产交易等多个领域。与此同

时，区块链安全事件也屡屡发生，甚至成为

黑客攻击的“重灾区”。

2014年，世界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运营

商Mt.Gox宣布其交易平台的比特币被黑客

盗取；2018年3月，交易所“币安”发布公告

称，遭遇黑客一次有规模的钓鱼获取用户账

号并试图盗币的行为；去年5月，360公司伏

尔甘（Vulcan）团队发现了区块链平台EOS

的一系列高危安全漏洞，并称其为“区块链

史诗级漏洞”……

腾讯安全此前发布的《2018上半年区

块链安全报告》显示，随着区块链的经济

价值不断升高，促使不法分子利用各种攻

击手段获取更多敏感数据，“盗窃”“勒索”

“挖矿”等，借着区块链概念和技术，使区块

链安全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金融分析师肖磊表示，区块链技术的安

全性目前看仍存在很大问题，这种问题主要

是缺乏整体标准和安全的认证，导致市场产

品良莠不齐。另外区块链本身承载了很多的

资产和数据，也更容易被黑客攻击，这方面也

存在一定的隐患。

区块链通常分为公有链、联盟链和私有

链。其中，公有链面向全球用户，所有用户均

可登录，不设访问权限，是黑客攻击的重点；

联盟链和私有链上的安全事故大多发生在

其算法和底层设计本身，偶有黑客出于商业

目的进行攻击。

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创始理事长徐

明星表示，根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2018年

全球发生的区块链安全事件高达128起，造

成约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随着区块链行业

逐步发展壮大，安全问题也日益严峻。

风险成为产业发展短板

目前，国内正加快推进区块链技术创新

和应用落地。在专家看来，区块链核心技术、

机制和应用部署等方面均存在诸多安全隐

患，如果不法分子利用相关漏洞实施攻击，将

可能造成严重安全风险事件。

安全专家认为，当前区块链安全问题主

要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区块链自身机制安

全问题，二是区块链生态安全问题，三是使

用者安全问题。

作为新兴产业，区块链行业的一些从业

人员安全意识较为缺乏，导致目前区块链相

关软硬件的安全系数不高，存在大量安全漏

洞。此外，整个区块链生态环节众多，这也为

区块链安全防护带来难度。

“安全是当前制约区块链应用的关键短

板，许多传统区块链项目的安全保障相对较

弱。”中国区块链应用研究中心理事长郭宇

航表示。

需要进一步筑牢安全栅栏

我国区块链领域相关安全服务企业

近年来也逐渐发展起来，并走在世界前

列。相关企业涉及业务包括智能合约安全

审计、威胁情报服务、安全测评服务等方

方面面。同时，越来越多的区块链企业内

部也在加大对区块链安全领域的研发和

投资。

对于区块链行业日益突出的安全问题，

徐明星表示，可以从政策、行业、企业多方面

入手。政府应加快制定区块链安全标准与规

范；在行业层面，大力发展区块链安全服务

企业，推动安全解决方案和安全服务落地；

在企业层级，企业应投入更多资金和人力加

大安全防护。

业内人士认为，为改善区块链上重要数

据信息泄露情况，当前首先需要做的是研发

和推广数据加密功能，保护数据安全和用户

隐私；在防范算力攻击方面，从机制角度，在

设计区块链系统时，应当尽可能提高算力攻

击成本，令算力攻击者得不偿失。

“趣步”App及其开发商“湖南

趣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涉嫌传

销、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违法行

为,近期被长沙市工商部门立案调

查。

据悉,“趣步”是一款号称“走路

就能赚钱”的网红App。截至今年9

月6日,“趣步”App的登记用户已达

7300万。“趣步”推广人员曾称,在不

投资、不推广的情况下,每天走4000

步,一个月只能挣200元,但通过投

资和推广发展团队,即所谓的“拉人

头”,能够月入几千元甚至十几万

元。这款App目前已被多个应用平

台下架。

如今,以“躺赚”“走赚”“玩赚”

等噱头吸引用户下载使用的App

广泛存在。记者注意到,这些App的

应用类型包括购物、新闻阅读、影

音播放、教育培训、输入法、健康运

动等,有些App的下载量甚至超过

千万次。

赚钱App种类繁多 赚钱方

式各式各样

“现在赚钱类App有很多,我的

很多同事和朋友都使用过。”一直

在使用某购物App的刘欣(化名)告

诉记者。

最初,刘欣并不知道这个App

的存在,直到微信好友分享给她一

条链接。刘欣回忆,那条链接是砍价

链接,商品是抽纸巾,帮助砍价后可

以随机帮好友减掉几分钱至几元

钱不等,砍价至0元后,好友可以免

费领取50包纸巾,不过一位好友只

能砍价一次。

“听说真的可以砍价成功,我也

下载了一个App,发现一开始邀请

好友砍价金额,会砍掉很多,后来

就越来越少了。不过如果多邀请

好友砍价,还是可以成功的。”刘

欣说,前不久,这款 App 还推出了

回馈用户活动,邀请好友助力可获

得100元~200元的现金,还可以直

接微信提现。

“帮好友助力,就会获得一个随

机红包,一般金额比较大,因为至少

到100元才可以提现,所以红包的

金额一般都会有90多元,然后需要

分享链接邀请好友助力。同样的,开

始邀请的好友助力金额会比较大,

越接近100元时好友的助力金额就

会越少。”刘欣说。

在应用商店,记者尝试搜索赚

钱App,发现可以赚钱的App数量

多得让人眼花缭乱,其中一些的下

载量甚至高达几千万次。

随后,记者下载了一个看新闻

可以赚钱的App。登录以后,《法制

日报》记者领取了一个红包,金额为

1.92元,之后就要通过赚取金币来

赚钱了,因为金币是可以兑换成账

户余额的,每天由系统自动完成,而

且余额是可以提现的,没有金额限

制。赚取金币的途径有很多,每天签

到、看视频、看小说、看新闻都可以

获得金币。

记者尝试赚取金币后发现,邀

请好友是获得最大利润的方法。赚

钱的形式非常多,每日签到、完成任

务会获得收益,任务一般是试玩

App、观看视频等。在试玩App的任

务中,有的最高可以获得万余元。但

记者仔细观察后发现,似乎并没有

那么容易,几乎不可能完成。比如,

有一个“天天大冒险”App的试玩任

务,写的最高奖励是16679元,点开

会发现里边的奖励是分步骤、分层

级的,在该App中赢取1万金币奖

励0.4元,赢取3万金币奖励0.4元

……最后一步是赢取200亿金币奖

励6000元,一共分为几十个任务层

级,每层级奖励不同。

在层层分级的情况下,前三步

任务比较容易完成,之后越来越不

容易,直到几乎不可能完成。

不过,记者发现,这款App邀请

好友成功后的奖励同样很高,会有

100元奖励,而被邀请的人还会被系

统设定为“徒弟”,在“徒弟”完成赚

钱任务后,作为“师父”的邀请者也

会获得收益。

擦亮双眼谨慎使用 发现受

损积极维权

如何看待这种“能赚钱”的

App?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聪直言:“用户要有基本的经济学

认识,即收益与风险是正相关的,高

收益必定伴随高风险。”

周聪分析称,如果一个App只

需要用户极少的投入就可以获得

高额回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第一,

用户自身实际承担潜在的高风险,

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最广

为人知的案例就是近几年各种爆

雷的P2P投资。使用赚钱类App后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无法提现,用

户的前期投入如押金、加盟费等无

法退回。此外,这类App上线前,并没

有通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核,用户

面临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第二,用

户的行为极可能游走在违法的边

缘,例如一些赚钱类App的行为模

式涉嫌传销、诈骗等违法情况。

对于这类App是否涉嫌传销,

用户应该如何识别?

“关键看App是否具有以下三

个特征——缴纳入门费用、拉人

头、按人头数量计酬。凡是满足以

上三个条件就属传销,要特别谨慎,

小心掉入违法陷阱。”周聪说。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

心副主任朱巍也认为,如果赚钱

App存在拉人头的返利模式,即介

绍一个人便可获得返利,同时承诺

高回报,则涉嫌传销。

当下赚钱类App有很多种,是

否存在风险?又该如何防范?

周聪分析称,当前赚钱类App

存在的风险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

种:一是以高收益、高返利为诱饵,

实则是为了骗取用户投入的押金、

本金,这一类赚钱App,例如“趣步”,

实际就是披着运动外衣的“庞氏骗

局”；二是未通过有关部门的严格

审查,以盗取、贩卖、泄露用户隐私

信息为主要目的；三是注册时没有

一定门槛费用的要求,但获利方式

是通过拉人头完成的。

周聪建议,公众要养成健康、合

法的娱乐方式,不要沉迷于赚钱类

App。如果想继续使用这类App,那

么在投入钱财时务必谨慎,同时不

要上传含个人隐私的资料,谨慎接

受App的服务协议。一旦发现自己

的权益受到侵犯,应及时收集证据,

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合法维权,及时

止损。

内蒙古联通
各大营业厅
5G终端首销热卖

11月1日10时整，内蒙古

联通呼和浩特市中山路旗舰

营业厅举行 5G 终端首销仪

式，备受关注的5G业务+终端

商用双轨启动。内蒙古联通新

老用户持5G手机即可登录5G

网络，享联通5G极速服务。

据介绍，下载一部电影 6

秒钟，远程高清实时监控、即

时视频高清对话，曾经不可想

象的网络体验，终于也能走进

寻常百姓家。5G 带来的不仅

是网络速度的升级，更引领着

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优质的

5G网络同样需要相得益彰的

终端产品，内蒙古联通携手各

大终端厂商为用户提供了多

款时尚美观，性能强劲的 5G

手机，5G 手机黑科技层出不

穷，双超级快充、徕卡电影四

摄、4K 超清……以满足消费

者不同的需求。

11 月 1 日 首 销 的 华 为

MATE30 5G 版具备了行业

领导地位，该款终端的AI隔空

操控功能更是有如“神来之

笔”。在市场热销、一机难求的

紧俏环境下，内蒙古联通不但

筹备了专属货源保证5G用户

的购买权益，更匹配了“购5G

手机享 5G 套餐 7 折优惠”“0

利息 0 手续费金融分期优惠

购机活动”“购5G手机最高返

600元话费”的限时优惠，让用

户轻轻松松的用新网、换新

机。 文/赵 颖

那些“能赚钱”App背后的陷阱

文/《法制日报》记者 韩丹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