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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严延成）2017年以来，工行青海
分行认真贯彻落实防止外部欺诈管理要求，
坚持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通过各种手
段严控各类针对银行和客户的诈骗犯罪活
动，保证了客户在银行的资金安全，仅2017
年，该行通过防止外部欺诈的综合管理系统，
成功的监测、处置了31起、涉案5千余万元的
外部欺诈案件。

近年来，随着商业银行业务量的迅速增
长和服务覆盖面的扩大，针对银行和客户的
各类诈骗案件也呈迅猛上升趋势，在银行防
控措施的不断完善的同时，不法分子的犯罪
手段也在向“高科技+集团化”方向发展，外部
欺诈风险智能化、隐蔽化、技术化倾向明显，
严重侵害了银行和广大客户的资金安全。针
对客户自身防范意识及防范能力不强；诈骗
主体组织和网络更加严密、分工更加明确、专
业化程度更高；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带来的

线上交易隐蔽性强、监管困难以及伪造虚假
存单、国债凭证骗取贷款等风险事件重新抬
头的外部欺诈新形势，工行青海分行充分应
用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风险信息反馈查
询”功能，科学筛查预警各业务条线风险事
件，通过提高对外部欺诈防范工作的认识、严
格实名开户制度、加强反欺诈警示教育、积极
构建外部风险联防联治信息网、强化网银交
易平台安全建设与管理、进一步完善防范外
部欺诈犯罪的长效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等科
学手段，超前预警介入、有效处置防范了外部
欺诈犯罪。多年来，该行未发生有责任的外
部风险事件，风险预警处置率达到100%，保
护了国家和客户资金的安全，履行了应有的
社会责任，维护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声誉，受到
了有关部门和
广大客户的赞
誉。

[工行温度]

青海工行防止外部欺诈成效显著
保全客户资金五千余万元

“2018 年才过一周,新风口已经出
现。”“新风口”说的是直播答题。

1 月 3 日,王思聪宣布拿出 10 万元
给一款名为“冲顶大会”的 App 当作奖
金,并附上自己在“冲顶大会”App 中赢
得 322.58元奖金的截图。

随着王思聪一条博文的呈现,以“冲
顶大会”为首的知识竞赛类直播成为新
风口。随后,“芝士超人”“百万英雄”

“百万赢家”等纷纷跟进,前后不过 10天
的时间。

除了直播答题单场资金从最初的 1
万元飙升至 200 万元,总奖金数额也连
破纪录,并于 1 月 8 日达到顶峰:周鸿祎
直接宣布“百万赢家”将把场次增加至 7
场,投放奖金提高至 530万元。

从出现到引爆仅仅半个月时间,直
播答题赢奖金的模式迅速进入百万级
——单场在线人数破百万、奖金额度破
百万。各大平台纷纷入场,用提升奖金
额度、拉明星助战等方式争夺用户。不
过,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竞赛也开始变得
不公平起来,利用外挂作弊已经出现。

参与者吐槽“题太难”

直播答题为什么会火?高额奖金、
超低的参与门槛、邀请好友获得复活卡
的病毒式传播、难度系数低、一天多次
的游戏时间……新玩法引发极高参与
性。看微信朋友圈里的各种晒图,有的
全家上阵,有的三五好友组团出击。

1月 7日晚,北京市民陈女士与家人
紧盯着手机屏幕,玩一款实时直播答题
游戏。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显示,在线答
题的网友人数已经超过了 100万。

“这场奖金是 100万元,全答对就能
分钱。”陈女士告诉记者,她下载了 3 个
答题平台,从 19 时开始,几乎每半小时
就要“赶一次场”。

各大直播答题平台的玩法基本一
样,由主持人出题,网友在线回答,每场
共 12道选择题,在指定时间内全答对的
人可以瓜分奖金。

3 天时间,陈女士在某答题平台已
经通关 4次,共获得 34元的奖励。

随着直播答题的流行,在微信朋友
圈晒战绩、分享邀请码的人越来越多。
根据规则,分享邀请码可以获得复活卡,
答错后使用复活卡能有一次继续答题
的机会。同时,搜集和分享题库、抱团
答题的线上社团也随之而生。

百万元奖金看起来十分诱人,但问
题是,真能凭此赚到“大钱”吗?

选个题目看一下:“《汉谟拉比法
典》颁布的时间与下面的哪个历史事件
在时间上最接近”,需要在几秒钟内迅
速作答。

由于题目太难,有人质疑“奖金是内
定的”。不过,多数情况下各大平台的
题目并不是很难,一般维持在每人分几
元的水平。

从排行榜来看,截至 1 月 8 日 16 时,
“冲顶大会”总榜第一名有 5132.57 元,
“芝士超人”第一名 3681元,“百万英雄”
第一名 4万元。

“这几天答题分钱的综艺游戏火了,
各家我都玩过。平时‘百万英雄’的题
目都很简单,一场下来很多人都能通关,
每个人分几元钱。结果有一场的难度
突然提高,最后只剩下 23 个人通关,分
100 万元奖金,每个人分了 4.3 万元。之
后,就有很多人在吐槽‘百万英雄’这种
难题模式。”在北京一所高校就读的陈
雪枫向记者吐槽说。

辅助工具应有尽有

为了能够全部答对 12道题,平分数
额庞大的奖金,参赛者开始想方设法提
高自己答题的正确率。

正如相关直播主持人介绍的一样,
许多答题者开始寻找身边的朋友共同
答题,以求覆盖到更多类型的知识点,提
高通关的概率。

记者加入一个名为“百万英雄答
题”的微信群,群内成员会在答题时分
享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通过这种微
信群,记者答题的准确率有了显著提
升。群内也经常有成员公布自己获得
奖金的截图。

不过,也有一些答题者再一次利用
了科技的力量。比如程序员杨松 (化
名)。杨松曾像多数人一样,尝试通过百
度搜索来获得题目的正确答案,但他发
现这个过程消耗的时间远远超出答题
时间 (一般不超过 10 秒——记者注)。
于是,他花了 3 个小时用 Python(编程语
言)写了一款能够在网站上自动检索答
题信息的程序。

杨松说,他设计的程序能将准确率
提升到 90%。程序可以识别图片中的
文字内容 (问题和选项),然后通过百度
进行搜索关键字出现的次数,最后将统
计的信息展示出来。“你只要有一张复
活卡,基本就能通关。”杨松说,“游戏也
从知识问答变成了手速游戏。”目前,两
轮测试帮助他获得了超过 20元的奖金。

此外,记者在电商平台上同样搜索
到了出售类似辅助工具的店家,但相关
店面并不多。根据店家介绍,这款辅助
App 可以自动识别语音,帮助买家自动
搜索相关信息、节约时间,买家需要下
载后才能使用。搜索“百万英雄”也发
现了不少干货:只卖 9.9 元的通关秘籍；
1元钱一张的复活卡,买五送一；15元钱
的答题辅助工具等,应有尽有。

同时,电商平台上还有关于“冲顶大
会”的不同外挂方式。记者在一些电商
平台的搜索框中输入“冲顶大会”字眼,
很快便出现不少搜索结果,其中有“冲
顶大会”的电子版题库,但更多的是卖
额外邀请复活机会的卖家。记者随机
点进一家店铺,向客服询问辅助的事情,
客服表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增加生命
值,客户拍下商品之后,备注自己游戏的
邀请码,店家会输入。相当于客户邀请
了新的好友,就可以多一次复活机会。
一次只需要 2.5元,并且可以多次购买。

辅助软件免费升级

在 QQ 群中搜索“冲顶大会”,结果
出现大量以“辅助”“咨询”“互助”为
名称的聊天群。记者随机申请加入一
个“辅助群”,很快便被通过了。记者
询问群管理员可以提供怎样的辅助 ,
对方很热情地介绍 ,他们的软件可以
帮助客户答 3 道题 ,“你有不会回答的
时候或者没回答上来 ,软件可以自动
帮你选择 ,7 秒钟就可以分析出答案”,
并表示他们是全网唯一的辅助软件。
当谈到购买方式时 ,对方表示 ,这个软
件一次性付款 50 元 ,购买完成就可以
永久使用。付款之后 ,他们会发给客
户一个代码 ,在玩游戏答题的时候 ,打
开辅助代码就行了。

客服进一步介绍说,他们的软件目
前只能帮忙回答 3 道题,不过他们也在
不断升级换代。如果以后可以有更高
的答题率,他们会保证老客户免费升级,
不会再收额外的费用。

记者询问购买的人多不多,客服表
示,软件现在还处于推广过程中,知道的
人还不是很多。客服还很爽快地说,如
果记者能拉来两个客户,就能免费赠送
一个软件。介绍的人越多就越便宜。

这种“辅助工具”算不算作弊的外
挂呢?杨松认为,这款软件顶多算辅助工
具,而非外挂。

不过,记者查询发现,“百万英雄”的
活动规则明确写出,“禁止用户以任何不
正当手段及舞弊行为参与本活动”,一经
发现则取消参与及获奖资格。这些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使用“模拟器、插件外挂等
非法工具下载、注册、答题等”。

对此,北京律师岳屾山认为,这种线
下作弊情况很难查处。软件方很难判
断答题者是真的“知识”丰富,还是使用
了辅助工具。 据《法制日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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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炫富言论引争议

近日，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
所 的 张 晴 律 师 引 发 关 注 。 她 在 社 交 网
络频繁炫富的截图被人集中发布出来，
内容显示，她在朋友圈发图炫耀自己的
奢侈品，自称多家上市公司家族企业的
股东追求过她。在网友发布的截图中，
记者发现，张晴在微信朋友圈宣称自己
签证面试时的一段场景：面试时背着花
近 5 万 元 在 巴 黎 买 的 2017 年 最 新 款 包
包 ，穿 了 平 时 开 庭 穿 的 整 套 Burberry 衬
衫 ，香奈儿 13 寸的黑色高跟鞋 ，在等待
时将羊毛大衣搭在手腕上，偶尔看下卡
地亚的表。

其中，在介绍学历时，她称自己本科毕
业于北京大学。在介绍工作时，她则称自
己是“亚太第一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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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质疑

很快，网友就从其发布的言论中发现
疑点，比如，香奈儿并没有所谓的“13 寸的
高跟鞋”。此外，她在“秀”名牌的同时，出
现了常识性的产地错误。

随后，又有网友发现，发布炫富言论的
律师张晴，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注册账号售
卖衣物首饰，其中对一条奢侈品牌项链的
描述直接写道“不是正品，原价 227 元，现
价 138 元”，此外还包括价值几十元的廉价
床单等物品。

随着事件发酵，张晴的身份也被质疑
造假。此前，她曾表示，自己是盈科律师事
务所的合伙人。但盈科律师事务所官方网
站对张晴的介绍内容显示，张晴毕业于北
京大学法学专业，2016 年 3 月，加入北京
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

深圳律师协会官方网站则显示，张晴
于 2015 年 9 月 22 日取得律师资格证，目前
为专职律师。

记者在盈科律师事务所北京和深圳两
地官网上查找，在“合伙人律师”“高级合
伙人律师”“管理合伙人”等名录下，均未
发现张晴的名字。

此外，律师的合伙人身份均会在律师
协会的律师名录中提及，但张晴的个人介
绍中并没有合伙人身份信息。这些信息显
示，张晴可能并非其所自称的北京市盈科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关于学历问题，记者致电北京大学
法学院，工作人员回复称，目前能确认的
是张晴并非该校法学院学生，“但是否是
网传的北京大学自考或函授学历，尚未
证实”。

此外，网上流出疑似“盈科深圳分所官
方一群”的微信群聊天内容，在图中，有群
友要求张晴“相关不适合言论的截图需要
尽快删掉”。目前，微博认证为“北京市盈
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晴”的用户平台上，
其微博内容已经无法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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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深圳律协调查此事

10 日下午，记者从广东省律师协会
了解到，广东省律师协会已经向深圳市
律师协会传达了一份处理函，表示从相
关渠道了解到张晴律师在网上发表的信
息涉嫌虚假宣传，根据案件管辖规定，请
深圳市律师协会按照规定处理，并及时
反馈处理情况。

但广东省律师协会的工作人员也表
示，目前只是就张晴律师的相关言论进行
调查，“但是否真的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
需要等待最终的调查结果”。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炫富律师”涉嫌虚假宣传被调查
张晴自称律所合伙人 广东律协发函要求调查

有答题者自己写外挂程序 电商平台出售辅助工具

直播答题“江湖”现作弊产业链

近日，一名自称是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律师
张晴突然引发关注，其在微信朋友圈及微博上发表的言论被
网友集中发布出来，如“我实在不想我将来的小孩的爸爸出生
于县城”“杀马特乡村非主流的时候只知道 LV”等语句引发很
多网友的质疑，并被网友称为“炫富律师”。

涉事律师的炫富言论，不仅引发网友质疑，也引起了当地
律师协会的关注。10 日下午，记者从广东省律师协会获悉，1
月 10 日，他们向深圳市律师协会发送了一份案件转送处理
函，表示从相关渠道了解到张晴律师在网上发表的信息涉嫌
虚假宣传，请深圳市律协就张晴在网上发表的言论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