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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码支付存隐患：

暗藏“李鬼” 易携带恶意代码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条
码支付业务规范 4 月 1 日起
实施，这一规范主要针对支付
风险控制措施较少、安全性较
低的静态条码，明确同一客户
银行或支付机构单日累计交
易金额应不超过 500 元。二维
码扫描技术为公众生活提供
便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安
全隐患。俗称“扫一扫”的二维
码支付，有哪些风险点？

维权有点难
支付背后环节多
责任主体难明确

◆资料图

存安全隐患

识别难度大

常见李鬼二维码
稍一疏忽易上当

制作准入门槛低 易携带恶意代码

二维码扫一扫看起来便利，可稍
一疏忽就会出麻烦。尤其是，二维码
也可能成为一些人非法敛财的渠道。
曾腾是广东省江门市一名大学生，他
曾在宿舍楼下用手机扫了一辆共享
单车上的二维码，扫描后手机自动跳
转到一个支付页面，要求支付 299 元
押金。
“对方是个支付账户， 当时有点
着急，没有细看就选择了确认支付。”
曾腾说， 可支付后他并没能打开车
锁， 单车软件也未显示押金支付成
功。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可能被骗
了，再仔细观察刚才扫描的那张二维
码，发现是一张贴纸，覆盖了车体本
身携带的二维码。
“二维码技术最初是一种识别访
问技术， 并不是专门用于电子商务，
因此在交易过程中缺乏一种能够评
估和鉴别二维码信息来保护消费者
安全的机制。” 上海交通大学网络空
间安全学院院长李建华说，对消费者
而言，正确鉴别和验证二维码的可靠
性难度大，每一张二维码图像看似普
通，实则包含了复杂的信息，用户辨
认起来很不方便。

短

看似一个简单的二维码，普通公众
却难以辨认，二维码支付为何会存在安
全隐患？风险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有关负
责人说， 二维码支付流程分为支付指
令的生成和处理两个阶段。 指令处理
阶段与传统的银行卡、 普通互联网支
付的流程相同。 二维码支付的风险点
主要集中在指令生成阶段的二维码生
成和识别环节。
“
技术问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重要
原因。”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二维码
“
二维码的码制
安全中心副主任沈维说，
有国家标准， 目前我们使用的 QR 码是
国际标准，也是我国的国家标准。技术上
虽然已经有了国家标准， 但二维码在应
用上还没有相应的规范。 公开的二维码
无人监管，且支付前的二维码管理缺失，
而监管缺位的原因在于缺少技术手段。”
“
光想着扫码方便，根本没意识到二
维码本身也可能携带木马病毒、 钓鱼软
件。”家住湖北武汉的王先生曾在地铁口
看到扫二维码送湿巾的广告， 手机扫描
后自动跳转到一个软件下载页面并开始
下载。当晚他的手机突然收到银行短信，
称有一笔近 4000 元的支出。事后查明，
当天所扫的二维码带有恶意扣费病毒。

沈维说，QR 二维码的码型是开放
的，当前二维码制作准入门槛低，任何人
都能轻而易举地制作。 如果有人制作了
恶意二维码， 用户扫码后接入隐藏在二
维码背后的假链接、假网站，就可以通过
网站非法骗取资金、盗取身份信息等。目
前二维码市场缺少安全技术手段对手机
扫码进行管控，QR 码在应用层面处于
无人监管的状态，并没有相应的技术跟进。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二维码支付的主要风险点包
括四个方面。 一是二维码可视化风险。
不法分子易通过手机病毒的方式截屏
盗取或欺骗获取用户付款码，或四处张
贴伪造商户的收款码， 非法获取资金。
二是易携带恶意代码的风险。二维码不
仅可用于支付，也可用于储存恶意程序
代码、非法链接等内容，真伪难以直观
区分。三是信息单向交互的风险。二维
码支付只能实现发起方或接收方的单
向验证，不法分子若劫持客户与商户之
间、商户与后台之间的通信网络，截获
并恶意修改订单等交易信息，易造成用
户资金损失。四是扫码设备安全强度低
的风险。 二维码支付对识别设备要求
低，且这些设备一般无加密、防拆机等
安全功能，容易被不法分子侵入。

类交通违法行为。 此次夜查，共检查各
类机动车 138 辆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 18 起，其中无证驾驶 2 起，饮酒驾
驶 1 起，取得了明显成效 。 (任树兴)
近日，禁毒大队充分利用“大明庙
会”期间人员密集的有利条件，采取张
贴标语、悬挂横幅、摆放展版、设立咨
询台、发放禁毒扑克及宣传画等形式，
大张旗鼓地向广大群众宣传禁毒法律
法规知识。 此次共展出图片展板 9 块，
发放宣传单和宣传画 10000 余份，接
受群众咨询答疑解惑 300 余人次，受
教育群众多达 3 万余人次。 通过此次禁
毒宣传有效增强了人民群众识毒、防
毒、拒毒意识，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禁
毒人民战争的积极性，形成了全社会共
同参与、抵制毒品的新局面。 （卜庆民）
为着力解决提高全民禁毒意识，
有效预防和遏制涉毒违法犯罪， 净化
社会风气， 大城子派出所三举措积极
开展禁毒工作。 一是主动出击，民警主
动深入辖区重点地区进行摸排， 强化
出租房屋、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的管理

工作；二是结合工作实际，在认真分析
毒情形势的前提下，合理安排人员，保
持打 击 毒 品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的 高 压 态
势；三是强化宣传，在强力打击整治毒
品违法犯罪同时， 以多种方式加强禁
毒宣传力度， 营造严打整治的禁毒氛
围，提高辖区全民禁毒意识。 （朱磊）
近日， 天义铁西派出所接到求助
电话称：一名醉酒老人躺在一饭店里。
值班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发现一老年
人醉卧在地上，经民警细心查看，此人
身体并无外伤，浑身酒气、意识模糊。
为防止发生意外， 民警积极走访周围
群众。 经民警进一步了解到，该老人是
附近居民，每次喝醉都会在医院休息，
保安有其家人联系方式， 后民警直接
联系保安，索要其家人的联系方式，民
警联系其家人后得知，其子女不在家中，
家中只有老伴一人， 民警问清楚详细
住址后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卜庆民）
为发挥学校教育的社会辐射作
用， 加大在校学生的毒品预防教育工
作力度，6 月 1 日， 禁毒大队在宁城县

近日， 某私营企业负责人陈安
在不法分子迷惑下泄露了自己的
某支付机构付款码， 对方指示将付
款条码上的数字发过去， 之后陈安
的支付账户立刻被划走 499 元 。陈
安说， 找客服投诉后， 支付机构只
说后台审核， 如果对方账户存在风
险，会采取冻结账户的手段。“但现
在几个月过去了， 不仅对方账户没
有冻结， 被骗的欠款也没能要回
来。”
“二维码犯罪隐蔽性强、传染性
快， 但电子证据获存困难， 相关规
定不健全， 维权成本高。 制作和发
布的实施主体和责任承担主体难以
明确锁定， 增加了诉讼的不确定因
素。” 京 师 律 师 事 务所 律 师 左 胜 高
认为。
一位网络安全从业人员称，近
年来涉及二维码的案件很多， 其中
包括非法获取公民信息、诈骗、盗刷
等。 对于像二维码这样的新兴技术
在多领域的应用， 相关监督管理部
门还未出台较为有效的规章和监管
机制。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飒
认为，当用户遭遇二维码支付安全问
题时，应该先确认在支付的哪个环节
产生了问题，明确责任归属；其次，确
定相应漏洞环节的负责人或负责机
构，向其提出投诉或举报，由相关方
进行专门处理； 若遭遇“非法二维
码”，无有关方负责，则可向有关部门
报案或控告，根据其行为侵犯自身权
益的性质与程度决定处理方式。“目
前二维码支付的发案率高，但对于普
通用户来说，维护自身的权益确实难
度很大。”肖飒说。
据人民日报

讯

近日， 巴林右旗公安局交警大队
宣传中队民警， 进大板驾校对路通出
租车公司的驾驶人进行道路交通安全
培训教育。 路通出租车公司领导和驾
驶人100 多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民警用
近期发生在旗境内的交通事故案例，
以案说法， 宣讲了遵守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的好处， 以及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带来的危害， 提醒出租车公
司的领导和驾驶人要远离野蛮驾驶，
“拒绝三超一疲劳”、“拒绝酒驾”。 努力
创建和谐交通与平安交通。 （杨晓民）
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严防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为群众出行创
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近日，宁城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根据支队统一部署，
认真开展夜查整治统一行动。 大队民
警在城区设立检查点重点对酒驾、无
证驾及机动车无牌无证、 不按规定安
装号牌等违法行为进行了严厉查处。
参与此次统一行动的全体民警坚持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严格按照法
律法规及工作规范规定的程序查处各

明德 小 学 校 开 展 了 禁 毒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本次教育活动围绕“无毒青春健康
无悔·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主题，
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等形式， 让广大少年儿童从小树立
远大理想，崇尚科学，强健体魄，自觉
抵制毒品危害， 自觉学习禁毒法律法
规知识，不断增强法制观念，自觉抵制
毒品侵害，自尊自爱，积极参加健康文
明的活动。 同时，也为孩子们营造了一
个平安、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朱磊）
为了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天义铁西派出所充分利用大明庙会规
模大、人数多的有利时机组织民警大力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再次掀起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高潮。 此次活动，
派出所共出动民警 100 余人次，发放宣
传单5000 余份， 张贴通告150余张，悬
挂横幅、条幅各 10 条，受教育群众近
万人。 通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营造
了人人明白扫黑除恶、 人人参与扫黑
除恶、人人宣传扫黑除恶的氛围，取得
了良 好 的 社 会 宣 传 效 果 。 （卜 庆 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