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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狂欢日，
家纺网站却被攻陷
我市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网络大案，揭开黑客流量攻击内幕
“双十二”、
元旦本是电商销售高峰，就在此时，近万商家和众多客户却无法打开登录交易平台，蹊跷背后原是
网站遭到黑客持续流量攻击。昨天，
我市警方发布消息，
在深入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违法犯罪“净网 2018”
专项行动
中破获一起由公安部督办的流量攻击系列案件，抓获李某等 12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查扣电脑、
手机等作案工具 36
部。该犯罪团伙通过网络接单，
发起 DDOS 攻击和 CC 攻击，
导致网站无法正常运行，
并以此牟利。

六旬妇女坠楼身亡
死者疑患抑郁症

销售旺季，电商网站频遭攻击
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是我国最大的家
纺集散地，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迅速发展，网
上交易额逐年攀升。其中，某家纺网由于拥
有的入驻商家较多，
商品较为齐全，
很受各地
家纺批发零售商的青睐。然而从 2017 年“双
十二”
那天起，这家电商网站经常无法打开。
“去年 12 月 12 日下午 2 点开始就打不
开了，升级防护后效果也不大。”该家纺网技
术人员周女士说，经过排查，他们很快发现
公司租用的服务器遭受到黑客 DDOS 攻击，
数十 G 的大量垃圾数据远超服务器负荷极

限，尽管采取购买防护软件、分散服务器等
紧急措施应对，但不法分子察觉后又通过
CC 攻击，不停访问挤占服务器资源，导致网
站瘫痪。
“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两个礼拜，
光升级
防护就花费了十几万。”该家纺网负责人说，
这对他们公司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打击，除
了直接损失，
间接造成的信誉受损、商家和客
户流失等损失更是难以估量。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崇川分局立即开
展侦查工作。正在此时，我市另一家电商网

站也遭到类似攻击，公司网站、手机 APP 等均无
法打开，给公司及线下合作的 2000 余家实体店
造成 300 多万元的直接损失。
先后两家电商遭受黑客攻击，背后是否存
在一定的关联？梳理被害单位提供的相关情
况，并分析流量包攻击源的 IP 地址后，民警发现
有一些属于同一攻击源。随即，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联合崇川公安分局抽调 20 余名精干警力
成立专案组，将两起案件进行串并侦查。相关
案情层报后引起高度重视，被公安部列为挂牌
督办案件。

招募黑客，QQ 群里组队集结
据遭受攻击的家纺网负责人回忆，事发
前，自己曾接到匿名电话，
对方称有人想请他
攻击该家纺网的网站，但被他拒绝。在提醒
的同时，对方还透露了这名在网上寻找“打
手”的人的 QQ 号码。而另一家电商网站的
工作人员则反映，在网站遭受攻击的同时，有
人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索要 2 万元，并留下
了联系方式。
根据这些线索，经大量工作，专案组很快
确定了其中 3 名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为陈
某、刘某及李某。几经周折，专案组先后在广
东云浮、梅州和山东济南将 3 人抓获归案。
李某被擒时，他正在登录境外的一家黑客网

站准备对目标网站实施攻击。
“他们以‘悬赏’的方式雇佣‘打手’作
案。”办案民警李晨亮告诉记者，他们发现遭
受攻击的网站曾在全国多个“DDOS 接单”
QQ 群中出现。刘某在群内以“悬赏”方式寻
找
“打手”
。
犯罪嫌疑人刘某年仅 17 岁，就读于某职
业学校计算机技术专业。
“一般都是先把攻击
网站的域名和攻击时间、要求和价格发到群
里，问谁接。”据刘某交代，他以每小时 20 至
100 元不等的价格先后找了陈某等 4 名黑客
对某家纺网进行了持续攻击。他与陈某等人
也正是通过 QQ 群结识。

“这样的 QQ 群有上百个，成员年龄普遍偏
低，作案手段‘去技术化’趋势明显。”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支队长张建介绍，南通网警侦查发现，
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的还是未成年人，本案中 90
后犯罪嫌疑人占比超过 60%，而且彼此之间并
不认识，通过社交工具联络，明码标价，临时“组
队”，频频作案，攻击目标涉及电子商务、政务、
医疗、服务等多个行业。
此外，这些 QQ 群还免费提供各种作案所
需的黑客软件及相关教程，以“收徒”为名传授
作案方法，并以购买服务的方式作案，已经形成
了一个完整的犯罪产业链条。
“不仅犯罪的门槛
降低了，
社会危害程度也进一步升级。
”
张建说。

背后动机，同行竞争和网络敲诈
恶势力。”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范荣建认
为，在成功攻击目标网站服务器后，犯罪嫌疑人
进行敲诈勒索，一旦被害网站不支付相关费用，
将“组团”进行持续攻击，直至网站瘫痪。这不
仅给受害网站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情节恶
劣，对商业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根据我国《刑
法》相关条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
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
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 5 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 5 年
以上有期徒刑。
目前，涉案的 12 名犯罪嫌疑人均被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张亮 本报通讯员苏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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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登录。接报后，
我市警方通过侦查，
在山西晋
城、
广西来宾等地抓获阎某、
陈某等5名犯罪嫌
疑人。经查，陈某等人为另一棋牌游戏平台
的开发者，
为打压同行，
先后雇佣阎某等人通
过黑客手段攻击其他多个棋牌游戏平台。
张建告诉记者，警方破获的这起系列案
件中，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动机除了同行恶意
竞争还有网络敲诈勒索。
据犯罪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对电商平台
实施流量攻击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在发
现目标网站并没有
“服软”
而是提高了防护措
施后，他又通过多个 QQ 群发布“悬赏”，以每
小时 20 元钱的佣金，
雇佣多人一起攻击。
“可以说是在网上形成了一股庞大的黑

搬家

“别人联系到我，希望把网站打瘫痪。”
刘
某交代，自己也是拿钱做事。通过刘某提供
的线索，
专案组很快明确，
雇佣黑客攻击家纺
网的幕后
“黑手”
竟是同为家纺电商的某科技
有限公司。
经查，为扩大公司业务，该公司法人代表
万某、股东杨某以及员工赵某等 3 名犯罪嫌
疑人经过预谋商议，为了让目标网站长时间
处于“停摆”
状态，
先后共支付酬金 1.8 万元给
刘某。
“我还让他们攻击了另外两个网站。”
据
万某交代，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一开始甚至还
将自己公司的网站提供给了黑客进行攻击。
无独有偶，
今年 1 月 11 日开始，
南通某在
线棋牌游戏平台也遭到黑客攻击，
用户无法正

调查

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工资

海门男子贪心获刑
晚报讯 接到陌生人电话说要给自己
发工资，
海门男子何某明知对方打错电话，
仍
将自己的银行卡号发给对方，
骗取人民币三
万余元。10 日，
记者从启东法院获悉，
何某
因犯诈骗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缓刑两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6 万元。
今年 2 月 11 日，何某接到宋某打来的
电话，向其索要银行账号。三言两语间，何
某听出了对方误将自己认为是其员工陆
某，正愁没钱给自己工人发工资的何某遂
通过短信将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发给宋某。
宋某在向何某提供的账号转账时，输入陆
某的名字却一直转账失败，疑惑之下便再
次询问何某。为了拿到这笔钱，何某解释
账户没有问题，并谎称该卡是用朋友的身
份证办理，
催促宋某尽快打款。
宋某通过手机银行向何某提供的银行
卡转账 32315 元，何某发现钱到账后，便陆
续提取所得钱款。因担心宋某找上门来，
何某特地停用了与其联系的手机号码。仅
过了半个月，何某便被启东市公安局民警
抓获，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发后，何某亲属代为赔偿被害人宋某人
民币 32315 元，取得对方谅解。
记者彭军君 通讯员倪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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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一名家住通州区金沙街道的
六旬妇女，在凌晨时分猝然从所居住的居
民楼顶层坠落，不治身亡。10 日下午，记
者从辖区警方了解到，死者死亡原因目前
仍在民警调查之中。
据向本报新闻热线介绍情况的当地多
位居民介绍，坠楼妇女今年 69 岁，住在金
沙街道天虹苑居民小区。
“她是从居民楼的
顶楼坠落的，时间应该在 9 日凌晨 4 点多
钟。当时，有早起的居民听到了异常的声
响，然后，就看到出事妇女一动不动倒在居
民楼下，头部有血。事故发生后，有人拨打
了 110 和 120 电话求助。
”
据了解，经现场诊断的 120 急救医生
检查，坠楼妇女已无呼吸和心跳，瞳孔固定
放大，没有了生命体征，
宣告不治身亡。
有知情人同时向记者介绍，出事妇女
身患慢性病多年，同时可能还有抑郁症。
记者周朝晖 实习生周想想
（报料人酬金 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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