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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买卖黑产链调查
收号、养号、卖号一条龙，
号商涉嫌侵犯个人信息

网上最初出现买卖个人微信账号，是营销公司为了制造虚假点击量，购买大量个
人微信号，给公众号刷爆款、炒作营销事件、在朋友圈微信群进行大面积覆盖，这种行
为游走在法律边缘。现如今，个人微信号的买卖延伸到“可实名”
“可交易”，并衍生出
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并被应用于微信诈骗。南都记者近日以“微信收购”等关键词
在 QQ 平台搜索发现，类似的有组织的 QQ 群数量上千，其中不乏 2000 人的大群，其
中，
收号、
养号、
卖号、
销售市场分工有序。
品通告》，这其中包括腾讯业务会员、支付宝
与淘宝等账号。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禁止 QQ 号上架销
“国外满月至半年精养多圈号，可双加，
售，
但微信号则没有明确规定。南都记者在发
已实名，加人不限制，不红不异常秒进百人
号平台上看到，
号商们销售微信号分类十分细
从批量注册到分工
群，量多从优……”
“ 国内 3 个月实名带朋友
致，
并明确标注：
“所有售出商品禁止用于非法
号商养成不同
“人设”
微信号
圈 60；国内一年实名制老号抗封 75；国内站
用途，一切非法用途与本店无关。”就此情况，
街直刷 58；国内两年以上老号绑卡 125。”南
在 QQ 群中发现，南都记者购买一组可
南都记者询问了卓朗科技客服，
其明确 QQ 号
都记者每天在许多“微信收购”QQ 群中看到
以直接登录微信 APP 的个人号是少数，主流
不能买卖，但微信号买卖“请直接联系商家”：
数百条
“养号攻略”
及
“兜售信息”。
模式则是购买“62 号”。买家购买的是一个 “我们只负责中介，
商家销售什么不知道。
”
与拥有靓号、皇冠高等级特权的 QQ 号 “62”数字开头的代码，需要在 N ZT 等特殊
南都记者从天眼查可以看到卓朗科技经
不同，个人微信号只有好友关系，却没有特
脚本平台无需手机验证，
一键批量登录，
既可
营范围为“计算机软硬件设计与技术开发；国
权。买卖个人微信号的价值何在？
以帮公众号刷阅读量制造 10 万+爆款，也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注册时间已有 5
一位号商告诉南都记者，微信号的价值
通过“邀请好友得红包”等方式薅羊毛牟利。 年，但去年它曾有两次经营地址变更便被列
取决于这个号注册区域、注册时长以及功能
因为只是推送信息不需要交易，一台电脑可
入
“企业经营异常目录”
。
丰富度，这关系到其用户“覆盖面”以及躲避
以同时运营数千个“纯白号”，被微信封杀几
律师提醒
微信查封的问题。与这些描述对应的微信号
个也无所谓。
买卖微信号侵犯个人信息
进行分类后，不同的个人微信号呈现出不同
据上述号商透露，最初微信号买卖产业
平台需承担监督与准入责任
的价码：最便宜的是“纯白号”，10 元/号，一
链的诞生是服务于营销公司。为了向更多人
般注册时间不长，无实名无相应功能，一般用
推送广告信息，
他们会提供批量登录的途径，
专业养号、专业交易市场、专业管理软
于营销平台的批量推广；实名制的微信号更
也就是 QQ 群里一直提及的
“62 号”。
件……尽管号商与交易平台都声称“不对销
贵，功能丰富的被俗称为
“站街直刷”
，因为只
售产品是否进行非法用途负责”，但这个交
但是随着微信对转发推送进行监控，批
有实名制微信号才能加群与转账，这类号码
量推送的模式容易被发掘，现在号商更多是
易行为本身已经是涉及违法了。
抗封能力较强，根据运营时间长短区分，
价格 “一机一养”
。从单纯地在各平台的薅羊毛与
“买卖微信号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在 60~150 元之间。此外，有交易记录、有朋
刷公众号的阅读点击量走向对微信自身功能
罪。”律师肖锦阳告诉南都记者，微信号是通
友圈内容、信用值达到“漂流瓶”与“附近的
的“开发”，比如“站街号”利用微信功能中的
过电话号码进行绑定的，微信号在实名认证
人”
功能的个人微信账号，
还会有一定程度加 “附近的人”
之后，微信号就间接地和身份证信息进行了
与
“漂流瓶”
进行精准信息投放。
价。一个功能齐全，
运营两年以上的优质
“站
还有专门号商鼓吹其自创的“养号 33
关联，买卖微信号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的买
街号”
可以达到 300~500 元。
天”攻略：每天工作便是坐在电脑前，打开几
卖。根据《刑法修正案(九)》第 17 条规定：
“违
南都记者以暗访的形式通过其他号商购
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
个微信号相互语音聊天，
相互发红包，浏览公
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买了一个 10 元的“纯白号”与 60 元的实名
众号，然后不断用个人生活照更新朋友圈不
“站街号”。第一次登录时，因为设备更改需
断刷新与增加微信权重，还可以包装设计成
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要卖家提供手机验证码，登录后买家可以自
不同
“人设”
的个人号。
卓朗之类的网络平台同样对此需要承担
行改密码。
据此前广东省公安局通报，该作案团伙
监督与准入的失责。肖锦阳认为，
“像卓朗这
前者添加好友时会被提醒“信用度低”； 以公司模式运作，由部门主管统一安排业务
种网络平台要在互联网领域承担一定公法义
务。平台作为准公共服务机构，拥有数据优
而后者加人、进群、转账均与普通用户无异。 员(多为 18 至 25 岁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负
南都记者通过“支付安全”页面，甚至看到了
责使用配备美女头像的作案微信账号，按照
势，应当承担市场准入、制定规则、监管协作
被绑定的实名用户的全名及部分显示的身份 “培训教授”的话术套路依据剧情编排，与男
等社会责任。
”
证号、银行卡号，实测该“假实名”微信号，聊
至于微信，其在《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服
性事主搭讪、聊天，然后虚构家庭悲惨情况、
天、转账均没有被微信方面察觉异常。
务协议》强调“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赠与、借
“生日”
“ 失恋”和“外公炒茶”等理由博取同
南都记者翻查微信规则发现，同一个身
情，骗事主以 580、880、1280 元等价格购买
用、租用、转让或售卖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
份证可以绑定 5 个可支付的微信账户，其中
式许可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
劣质茶叶。为充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和同
绑定了多张银行卡的用户，分别可以升级为
但在实际操作中，微信也很难对这类交
情，犯罪嫌疑人还在作案微信里伪造各种虚
2 类及 3 类微信用户，其年支付限额权限分别
假朋友圈动态和小视频。这一批
“真实度高” 易行为完全禁止。南都记者咨询微信客服如
为 10 万元及 20 万元。一个身份证只能有一
何防止或者禁止这一类“站街号”的骚扰，其
的微信号也成为了
“优质”
作案工具。
个 3 类微信账号。南都记者发现，此前购买
与此同时，旺盛的交易需求还催生了专
表示，
“ 目前尚未有禁止所有好友添加”的方
的
“站街号”
属于中等的 2 类账户。
门的中介平台。在 QQ 群里，许多号商会提
式，用户可以选择取消陌生人通过微信号、手
据号商介绍，
他们一般通过网上购买一套
机号等方式添加好友。
及
“卓朗自动发卡平台”
。南都记者百度搜索
用户身份证+银行卡信息，
绑定银行卡后再解
蔡辉 陈培均
此平台，其首页挂着《最新禁止上架销售的产

60 元买个实名号
一年转账支付可达 10 万元

绑就可以成为一个可买卖的优质号码，
但这也
占用了
“被实名”
的那个用户一个微信号名额。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上述微信号被用于违法活动，
也就隐藏了因为实名制而留下证据。

神吐槽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北京朝阳一出租大院里停放着两个集装
箱，一个空桶递进去，不到一分钟，地下水就
摇身一变成了封装好的某大品牌桶装水。每
桶成本只有几毛钱，以 3 元的价格运往下线
水站，再以近 20 元每桶的价格被送进居民家
中。6 名涉案嫌疑人已被警方刑拘。
他们不生产水，他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
工。6 名嫌疑人进去后，每人先来两桶水吧！
网友：其实这个东西，
他装进去自来水我
就很谢谢他了，
不用指望这个是什么山泉，
但
凡是能喝、
没毒，
就谢天谢地了。
何止是水的成本低？现代人作案的成本
更低，才会导致造假泛滥。

感谢老铁送来的毒液
广东珠海一名 19 岁的主播徒手抓蛇在平
台上直播。不想却反被蛇突袭，毒液喷入眼
睛。这一幕也被十几万粉丝目睹。随后该主
播叫上朋友打车赶往医院。目前已无大碍。
蛇：兄弟们点个赞，双击 6666……

主播：老铁们，我刚才被五步蛇咬了，现
在走了第四步了，飞机、火箭、游轮刷起来，
100 个超跑我就走第五……
吃瓜群众：这种蛇其实没有毒性，
不要害
怕，被它咬到后，先找个阴凉地方躺下来，防
止尸体发臭……拿生命直播，
播好了吸粉，
播
砸了医院。
直播本身并没有错，但通过猎奇来吸引
流量并不可取，观众切勿随意模仿。活着不
好吗？凡事都理性一点不好吗？

车毁猪亡，野猪全责
浙江温州一头野猪窜上高速公路，被一
辆正常行驶的轿车撞死。轿车车头因撞击变
形，
事后司机
“撒泼”
要求带走野猪，
作为事故
的额外赔偿。野猪为浙江省级保护动物，司
机的行为被交警批评。
这头野猪肯定赌球了！
野猪：没钱赔怎么办？
司机：
肉偿。我凭自己实力撞死的，
为什么
不能拿走？不带走物证交保险公司，
怎么出险？
月有阴晴圆缺，
猪有旦夕祸福，
茫茫高速

路，
“相聚”
便是缘。

你以为男儿身就安全吗？
天津一男子打车时遭女司机袭胸摸腿，
根据男子提供的视频，女司机声称要和这位
男士“去月亮上荡秋千，坐彩虹滑滑梯”。不
少天津网友表示，曾被这位女司机“骚扰”。
近日，天津运管部门表示，未接到相关投诉，
是否介入调查需法规部门界定。
按照以往女性受伤害时，网友评论的画
风，对这一事件的吐槽应该是这样的：肯定是
男主穿得太骚，怎么摸你不摸别人呢？苍蝇
不叮无缝的蛋！男孩子就应该在家好好待
着！发胶很浓、领口很低，才让女司机有机可
乘。自己就不能检点一些吗？不要以为是新
时代就可以露这儿露那儿，传出去以后还怎
么娶老婆！还有脸拍视频，有这工夫你怎么
不抵抗？不要脸！
这事再次为广大男性朋友敲响警钟——
外出时尽量结伴而行，举止不要太轻佻，遇到
骚扰第一时间报警，希望有关部门一视同仁
予以处理。
城报综合报道

“神笔”修复数据线

电子设备的数据线很容易断裂或剥皮，
如果用胶带粘上继续使用有漏电风险，所以
很多人选择直接扔掉。这款数据线“修复笔”
可以解决这个困扰，从外表看这就是一只马
克笔，先将胶水涂抹在数据线磨损处，然后使
用内置的紫外线灯照射这个位置，大概 3 秒
至 5 秒后胶水就硬化了。修复好的数据线像
新的一样，紫外线固化液体凝胶变成了柔韧
又坚硬的防水涂层，
使用寿命长达 5 年。

体温给电子设备充电

手机没电了，
不用到处找电源，
你自己靠着
体温就把电给充了！未来这一切将成为现实。
近日，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宣布研制出一
种能够利用体温发电的新材料。研究团队预
计，未来 5 年，这种新材料就可以实现商业
化，为蓝牙耳机、健康监测器、手表、智能手环
等可穿戴电子设备供电。

智能桌让凡人变厨神

这款智能桌可以完全替代灶台。你放上
去任何一种食材，它能自动检测出这是何种
食物、其营养成分，还会称重、计算出卡路
里。当你把几种食物一起放在桌子上，它能
立马生成菜谱，告诉你可以如何烹制。除了
识别食材，智能桌还有加热区，能显示温度、
记录烹饪时间。如果你完全不会煮饭做菜，
它也能精心指引你完成一切！而且没有明
火，
全程智能监控，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会煮咖啡的闹钟

闹钟咖啡机 Barisieur 外观看起来就是
一个矩形数字闹钟，但它的下端设计了咖啡
调制器开关，旁边还有一个存储砂糖和咖啡
豆的抽屉。每天早上只要一到你设定的时
间，它就会自动感应加热煮咖啡。你起床时，
就有一杯喷香的咖啡在等你啦！ 董禹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