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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商标法正式实施
新修改的商标法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

起施行遥 新修改的商标法提高了商标侵权
的赔偿金额遥 第六十三条中关于恶意侵犯
商标专用权的赔偿计算方法袁由原来的野一
倍以上三倍以下冶修改为野一倍以上五倍以
下冶遥 关于法定最高赔偿额由原来的野三百
万冶提高到野五百万冶遥 这一条款的修改体现
了知识产权侵权的惩罚性赔偿额度进一步
提高遥 李亚

泄露征信信息正式入刑
最高人民法院尧最高人民检察院 10 月

25 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袁对外发布叶最高
人民法院尧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
利用信息网络尧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袁将从
11 月 1 日起实施遥

叶解释曳规定袁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义务袁致使用户信息泄露袁具有野致使
泄露行踪轨迹信息尧通信内容尧征信信息尧
财产信息五百条以上的冶野致使泄露住宿信
息尧通信记录尧健康生理信息尧交易信息等
其他可能影响人身尧 财产安全的用户信息
五千条以上的冶等 8 种情形袁应当认定为刑
法规定的野造成严重后果冶遥 吴晃

修订后的《汽车客运站安
全生产规范》11 月起施行

修订后的叶汽车客运站安全生产规范曳
将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遥

规范依法明确了客运站安全生产责任
制要求袁完善了主要负责人尧分管安全生产
的负责人尧其他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责任袁规
定汽车客运站应当实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度袁落实野一岗双责冶遥 汽车客运站的主要
负责人全面负责汽车客运站的安全生产工
作袁 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工
作负组织实施和综合管理及监督的责任袁
其他负责人对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
工作负直接管理责任遥 陈晓

登录游戏网站失败尧 服务器无
法访问尧 网站自动跳转至其他页面
噎噎这有可能是网站正在被恶意攻
击遥 近日,江苏省睢宁县公安局通过
网上巡查, 破获了一起黑客网络犯
罪案,打掉一非法侵入尧控制尧攻击
网站黑客团伙,抓获 41 名犯罪嫌疑
人, 连带侦破 DDOS 攻击案件 100
多起, 查获各类网站非法控制权限
20 多万个, 关闭涉案服务器 30 多
台,涉案金额 1000 多万元遥

据悉,2018 年 8 月,睢宁县公安
局民警在例行网上巡查时发现机房
有被人植入密码控制器的痕迹,随
即迅速展开追踪遥 很快,民警找到了
20 多岁的嫌疑人黄某, 并将其传唤
至公安机关接受进一步调查遥 据黄
某交代, 其背后还有一个专门进行
DDOS 攻击的群, 通过网上接单,然
后攻击,最终从中获利遥

据办案民警介绍 ,DDOS 攻击
的中文全称为 野分布式拒绝服务攻

击冶,最基本的攻击方式就是利用合
理的服务请求来占用过多的服务资
源,使合法用户无法得到服务响应遥
一般在这种 DDOS 攻击群里, 有严
格的角色分配 , 有像黄某等负责
DDOS 攻击的黑客, 还有提供有需
要信息的发单人,还有一部分是野肉
鸡冶遥

办案民警称, 互联网上存在一
些漏洞, 黑客使用技术手段通过这
些漏洞就可以控制别人的计算机,
而网上有一部分人专门出价租用这
些被控制的计算机遥 这些被控制的
计算机, 在黑客行业术语中被称作
野肉鸡冶遥

随着调查深入, 案情逐渐清晰,
该团伙人员架构和地域分布渐渐浮
出水面遥最后,警方根据线索组织 60
多名警力,成立 20 多个抓捕组奔赴
云南尧辽宁尧安徽等 16 个省尧20 个
地级市实施第一次抓捕, 成功抓获
犯罪嫌疑人 20 名, 打掉以黄某尧刘

某等人为核心的 DDOS 攻击团伙遥
在之后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该团

伙中还有一批技术更好的黑客通过
野肉鸡冶来抢占网站控制权,进而倒卖
牟利遥 得知这一情况后,警方展开第
二批抓捕行动,出动警力 40 多人,前
往广东尧河南尧重庆等省 20 个地市,
抓获犯罪嫌疑人 21 名,打掉以杨某尧
聂某为首的获取尧 买卖网站服务器
控制权限的犯罪团伙遥

经查, 以杨某为首的黑客犯罪
团伙利用黑客技术, 入侵国内的政
府尧企业网站,获取网站控制权限,然
后通过网络销售大量网站控制权,
用于植入各类赌博尧 色情尧 诈骗链
接遥 整个犯罪过程从入侵网站到出
售权限, 再到网页挂非法广告链接,
均在互联网上进行遥 入侵控制的网
站有北京尧河北尧山东等地政府尧企
业尧学校网站 20 多万个遥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遥
丁国锋

野利息低尧无抵押尧放款快袁注册
现金贷 App 马上借钱浴 冶一条条宣
传高额借款尧低利息的广告袁诱骗借
款人下载注册现金贷 App袁 按照认
证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尧通讯录后袁才
发现还要缴纳会员费遥注册完会员袁
本以为可以借到高额贷款袁 却发现
实际额度只有 200 元遥 而当你要求
退回会员费时袁 真正的骗局才刚刚
开始噎噎

近日袁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马某尧 周某等
特大诈骗团伙中的 12 人作出批准
逮捕决定遥 经初步查明袁2017 年 11
月至今袁该团伙通过上述诈骗方式袁
利用旗下多家公司拥有的 7 款现金
贷 App袁涉嫌骗取全国各地 36 万余
名被害人近亿元遥

高额度借款吸引用户野入坑冶
今年 2 月初袁 急需用钱的陈先

生想找网贷平台借款周转一下遥 进
入贷款超市平台袁 陈先生发现了一
款叫野某某生活冶的网贷 App遥野最低
可贷 5000 元袁最高可贷 8000 元袁月
息低至 1.1%袁马上借钱浴 冶于是袁陈
先生按照要求进行了身份验证尧运
营商验证尧 银行卡验证以及紧急联
系人尧家庭地址等验证遥

完成注册后袁页面显示院你的资
质可借款额度为 3000 元遥陈先生点
击借款按钮袁 页面突然跳转至缴纳
会员费页面袁 提示需要缴纳 169 元
会员费才可以借到 App 显示的借
款额度遥 这样的借款条件在注册借
款前没有被提及袁 但是想着马上能
借到钱袁 陈先生还是选择缴纳了数
额不大的会员费遥

野由于风控多头借贷袁 信誉差袁
最终贷款额度为 200 元遥 请多次借
还提高额度遥 冶缴纳完会员费袁陈先
生看到页面上的借款额度变成了
200 元袁 他一下子傻眼了遥 弄了半
天袁提交了这么多信息袁自己的借款
额度只有 200 元袁 除去刚才的 169
元袁 能从平台拿到的钱只有 31 元
噎噎

这款网贷 App 的幕后控制人
就是以马某尧周某等为首的犯罪团
伙袁他们早已在后台设定所有借款
人的首次借款额度最高上限即为
200 元袁并在 App 上提示借款人只
有多次正常还款后借款额度才能
提高袁诱惑借款人继续借款遥 借款
人在多次借款后会发现实际最高
借款额度也仅为 1000 元遥 所谓高
额度借款的宣传只是吸引用户来
野入坑冶的手段遥

无论借多少袁野砍头息冶不能少
气愤之余袁 陈先生想退会员

费袁他打电话给客服袁对方一再要
求他不要退会员费袁并告知平台是
超低利息的袁而且只要多次借还款
后袁马上可以提升借款额度袁至于
会员费只要借款 8 次以上就可以
退还遥 磨了半天嘴皮子袁对方都不
愿退费袁陈先生只有选择借还款袁可
令他没想到的是袁 真正的骗局才刚
刚开始噎噎

陈先生点击借款 200 元袁 平台
显示必须扣除 20%左右的服务费袁
实际到账只有 160 元遥也就是说袁借
款人缴纳了 169 元的会员费袁 借到
了 160 元袁 亏了 9 元袁 还负债 200
元遥这就是借款设置的套路袁借款人
一旦缴纳了会员费只能继续进行借
款袁而借款人在平台上借款后发现袁
每次借款都需要缴纳 20%至 30%的
服务费袁 而这个服务费即为套路贷
中常见的野砍头息冶遥

野关于退会员费袁我们的客服都
有专门的话术应对袁 如与借款人说
多次借还款后可以提高额度等袁主
要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借款人退费袁
除非借款人要报警等影响公司的行
为出现袁我们才考虑退费遥 冶马某交
代遥

催收方式多样袁不怕你不还
野你在平台上有笔借款已经逾

期袁请尽快处理袁如果再不处理袁会
有专门的催收人员联系你的亲戚朋
友来处理借款袁 到时候影响不好别

怪我袁请自重浴 冶该团伙的催款方式
也很有一套袁 他们利用专门话术压
迫借款人心理袁以威胁尧恐吓逼迫借
款人还款遥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袁 借款人在
实名认证时袁 已经将自己的身份信
息尧 家庭信息以及周围人员信息等
全部野暴露冶给了网贷平台遥 逾期还
款时袁 网贷平台的催收人员就会用
各种借款人顾忌的方式来催其还
款袁如使用弹屏短信尧微信尧拨打电
话等等袁逼迫借款人还款遥

8 月 16 日袁公安机关一举抓获
了该团伙中的马某尧 周某等 20 多
人遥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袁 该诈骗团
伙利用的网贷 App 其实首次借款
的金额就是借款人自己缴纳的会员
费袁 而后一步步利用借款人急需提
升额度的心理袁 诱骗借款人不断借
还款袁收取高额的野砍头息冶袁而借款
人就是犯罪分子 野待宰的羔羊冶袁每
借一次被野宰冶一次遥 检察官提醒公
众袁要通过正规合法的途径借款袁一
旦遇到不法分子的侵害袁 要及时报
案袁 不要被不法分子持续恐吓尧威
胁袁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和不法侵害遥

这种现金贷 App让 36万人上当
杭州余杭院12 人涉嫌诈骗被批捕

阴范跃红

利用野肉鸡冶非法控制 20 多万个网站

江苏睢宁警方破获一起黑客网络犯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