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购物狂欢节马上要来了，看着各大电商提前推出的各项促销活动，力度
还真不小，相信心急的网友已经按捺不住激动，将心仪的商品早早放进了购物车。

每每遇到这种喜庆的日子，小编就会习惯性“焦虑”——担心有不法分子惦记广大
网友的荷包，这不，紧赶慢赶，抢在大家进入最后冲刺前发布一波安全提示，希望能帮你
识破骗子的伎俩，让你购物不堵心，消费更放心。

澳大利亚警方调查墨尔本恐袭“双十一”消费套路满满

三招教你识破骗子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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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警方10日继续调
查前一天发生的致命恐怖袭击事
件，搜查南部城市墨尔本市郊两
处地点。

警方认定，嫌疑人哈桑·哈利
夫·希雷·阿里企图制造爆炸，受
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影响。他
的一个兄弟去年因为涉嫌策划恐
袭而落网。

引爆未遂

维多利亚州警方10日上午
搜查墨尔本市郊两处关联恐袭的
地点，分别位于韦里比和梅多海
茨。警方没有立即发布搜查结
果，在一份声明说会在适当时机
公开更多信息。

嫌疑人阿里 30岁，上世纪
90年代从索马里移居澳大利亚，
9日下午驾驶一辆轻型客货两用
卡车，装载烧烤用煤气罐，停在墨
尔本市中心伯克大街。他点燃卡
车后下车，持刀袭击行人和后续
赶到的警察，致一人死亡、两人受
伤。警员开枪，击中阿里的胸部，
致他在医院死亡。

维州警察总长格雷厄姆·阿
什顿说，阿里试图引爆汽车、制造
更大伤亡。“他似乎试图在车里点
火……点燃那些装有某种爆炸物
的罐子，但那（爆炸）没有发生。”

消防人员10分钟后将火扑灭。

兄弟涉恐

阿什顿10日接受澳大利亚电
视台一档早间节目采访时说，维州
警方和联邦反恐部门掌握阿里的
情况。“他是我们去年晚些时候抓
获一名预谋恐袭嫌疑人的兄弟。”

警方去年11月逮捕阿里的
一个兄弟，指认他策划2017年
12月31日在墨尔本市中心联邦
广场发动袭击。这名兄弟正在监
狱等待司法审理。

阿里有吸毒、盗窃和违章驾
驶等轻度犯罪记录。阿什顿说，
尽管警方知道阿里，但“他不是我
们严密监视的对象”。一份对阿
里的评估报告认定，他有极端主
义思想，但不会威胁国家安全。

思想极端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9日宣称
制造这起袭击，但没有提供证据。

澳大利亚联邦警局副警长伊
恩·麦卡特尼在墨尔本告诉媒体
记者，阿里受到“伊斯兰国”影响。

“我认为，可以说他（阿里）受
到影响。变得激进，”麦卡特尼说，

“我们不是说（他与‘伊斯兰国’）有
直接联系；更多的是在受到（极端
主义思想）激励方面。”

阿里的澳大利亚护照2015
年遭吊销，缘由是情报显示他打
算去叙利亚。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场
大火一天之内毁掉比尤特县天堂
镇，迫使当地将近3万名居民逃
离；加州南部另外两场火灾威胁
文图拉县和洛杉矶县。

美国政府9日宣布这三个县
进入紧急状态，提供联邦政府资
金和支持，以协助灭火。

一天毁一镇

天堂镇附近山上8日清晨起
火，火势迅速蔓延至整座小镇，数
小时内烧毁千栋建筑。

加利福尼亚州林业和消防局
说，火灾发生一天内，过火面积达
362平方公里，烧毁超过6700栋
建筑，绝大多数是民宅。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官员斯科
特·麦克莱恩说，“实际上无法灭
火”，消防员只得先帮助居民逃
生，“昨天几乎都在救援”。

火灾迄今确认致死9人，另
有35人失踪，3名消防员受伤。

比尤特县治安官科里·哈尼
亚说，这场火灾是“最坏情形”，根
本没有时间挨家挨户告知火情。

暂时不清楚起火原因。美国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向加州
当局报告，火灾发生前15分钟，
天堂镇附近由这家企业运营的一
处输电线出现故障。

一城受威胁

加州地处美国西海岸，濒临
太平洋，近一段时期天气干燥、风
力强劲，容易发生火灾。南部地
区8日爆发另外两场山火。两天
内，大火摧毁超过150处民宅，消
防部门疏散25万人。

消防部门建议洛杉矶县马里
布市全城疏散。当地人口 1.3
万，包括一些好莱坞明星。

加州林业和消防局说，另外一
场发生在文图拉县圣罗莎的火灾9
日晚过火面积达24.28平方公里。

消防部门说，加州南部地区
周末风力预期有所减弱，将有助
灭火。

美国政府宣布比尤特县、洛
杉矶县和文图拉县三地进入紧急
状态，以便向灾区提供联邦政府
资金。 （新华社专特稿）

山火肆虐

加州三县进入紧急状态

新华社大马士革11月10日
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9日报道，美
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国际联盟9日在叙东部代
尔祖尔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26
名平民死亡。

叙通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报
道说，国际联盟9日当天对代尔
祖尔省哈金镇发动数十次空袭，
造成至少26名平民死亡、多人受
伤，大量建筑物毁损。

据总部设在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消息，10 月 26
日，超过200名“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在代尔祖尔省东部靠近伊拉
克的农村地区发起攻击，由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
主军”失去多处阵地，损失惨重。
在国际联盟支持下，“叙利亚民主
军”计划于近期发动新一轮攻势。

2014年8月，美国开始对伊
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实施空
袭，并于当年9月将空袭范围扩
大至叙境内，同月，美国发起组建
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叙
政府认为此举未经安理会授权，
并指责美国主导的空袭行动造成
大量平民死伤。

叙媒：

国际联盟空袭致26名平民死亡

11月10日，在俄罗斯圣彼得
堡，起火的大型超市冒出滚滚浓
烟（视频截图）。

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大型超

市“连塔”10日起火，造成超市顶
部坍塌，约有800人被疏散，暂时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新华社发

俄罗斯一大型超市起火致顶部坍塌

1.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016年8月山东女大学生徐玉玉被诈

骗事件让大家都很痛心。被诈骗造成钱款
损失的受害者心理承受极大的压力，这时
候一定要调整好心态、保持情绪冷静。不
要一个人承受压力，找朋友亲人和其它可
以信任的人沟通。

钱被骗了不要紧，只要人在，一定有解
决问题的办法。

2.和时间赛跑，尝试追损
具体分四个步骤：
第一步，千万不要再次给骗子转账
受骗者多次给骗子汇款的案例不胜枚

举。骗子贪婪的本性，会编造各种借口让
受害者不断汇款转账，例如：继续按他们说
的操作才能把钱退给你；刚刚是系统故障，
再转账一次钱就回来了。

第二步，保留好证据，立即报警
保留好证据，比如聊天记录、转账记录、

骗子来电或短信、钓鱼网址、二维码等。然
后，立即报警。如果是网络购物遇到诈骗，
也记住同时要到相关购物平台举报，例如网
购平台官方客服、航空公司、电商卖家等。
不要私下联系骗子。

第三步，追踪钱款去向,尽早冻结对方
账户

到银行或网络金融平台，查转账记录、
流水清单，弄清楚损失钱款流向哪里（机
构、账户名称），保存好记录。尽快和钱款
流去的机构联系，尽早冻结对方账户。争
分夺秒，与骗子抢时间，尽早核实对方账户
并冻结，否则将无法追回损失。需要提醒
大家的是：现在诈骗分子销赃链路非常复
杂，且销赃速度极快，不及时冻结对方账户
成功追回损失的概率比较低。

第四步，寻求亲人朋友的帮助
冷静下来，和亲人、朋友沟通，寻求帮

助。
（新华社特稿）

据新华社杭州 11 月 10 日
电 从“买买买”到“剁手党”；从

“败家”到“秒杀”；从“拼团”到“提
鹅”，“双十一”因为每年层出不穷
的热词平添了不少文化符号，加
之自带互联网传播特点，这些热
词也在一个侧面记录了10年“双
十一”的转变。

“买”永远是电商购物节的主
题，但怎么买、买什么却在“双十一”
发展的进程中发生了悄然转变。

淘宝资深买家刘先生表示，
“买买买”大概代表了一种“冲动”
的购物心态。“那时候‘双十一’都
会买一些打折的‘爆款’，我记得
在2012年，曾经一下子买了一箱
暖宝宝，结果到了大学毕业还没
有用完。”

不少淘宝老用户表示，初识

“双十一”大多有冲动的“买买买”
经历，才让他们发下“再买剁手”
的“毒誓”，“剁手党”由此出现。

如果说“剁手”折射的是一种
冲动消费后的懊悔，2015年前
后出现的另一个词——“吃土”则
反映了集中消费后的一种窘境。
来自福州的淘宝达人“单纯天才”
参与8年“双十一”，消费超过3
万元，大数据显示超过了99%以
上用户。“吃土倒是没有，靠吃买
来的零食度日倒是成了有几年
12月里经常发生的事。”

还有大量的热词与“双十一”
的玩法有关。比如2012年前后
出现的“秒杀”。阿里方面表示，
起初的“秒杀”基本都是单一商家
的促销行为，原本也就是针对几
件商品的限时促销。但随着商品

品类和用户数量的大幅提升，
“秒杀”背后考验的是运算能
力。

数据显示，2017年“双十
一”，支付峰值突破25万笔每
秒。支付宝方面预计随着扫指
纹、刷脸等生物识别技术运用
比例提升，“秒杀”将会变得越
来越快。

津贴、红包、积分、能量
……这些名词也相伴或相继出
现在10年来的“双十一”中，简
单的减价打折被这些高频词

“演绎”得格外复杂。
此前曾有报道，阿里巴巴

基础科学研究机构达摩院今年
发起的线上数学竞赛中，其中
一道题便是如何最为有效地发
放“双十一”购物节的优惠券。

难怪不少“银发族”感叹，虽然
学会了网购想在“双十一”淘一
些宝贝，却发现越来越跟不上
复杂的“玩法”。

根据淘宝大数据分析，今
年“双十一”消费主力人群仍是
80、90后，从2015年之后，90
后消费人群开始超过80后。
互联网一代成为消费主力让大
量互联网热词由此派生。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语
言学博士徐毅发表示，如果没
有“双十一”，或者网购还未如
此发达之时，也许我们关于“购
物”使用的词汇会非常单一，但
伴随电商发展而来“买买买”这
样的词语都比原来的购买有了
更多情感，承载了互联网时代
的消费特征。

今年将迎来第十个
“双十一”购物季。国家邮
政局预计，今年“双十一”
期间，全行业处理的邮件、
快件业务量有望超过18.7
亿件，最高日处理量是平
日的 3 倍。在时效、安全
的基础上，快递的绿色、环
保日益深入人心。通过绿
色包装、绿色回收、绿色智
能，给消费者使用快递带
来绿色、环保的体验，成为
今年“双十一”的快递新看
点。

新华社发

热词背后的“双十一”十年之变

防骗指南1：假客服的常见骗术
诈骗话术1：商品质量有问题
关键词：“甲醛超标”“铅汞超标”

“双倍退款/三倍退款”
骗子套路：打电话给你自称是

商家客服，以你购买的商品质量有
问题（例：衣服甲醛超标、化妆品铅
汞超标会致癌等）为由，要给你两倍
退款、三倍退款，但是你的芝麻分不
够需要你打开借呗等借贷产品操作
来提高芝麻分，借贷到你自己卡里
的会要求你微信扫码或者网银转账
到骗子账户；或者加他们的微信或
者 qq，发送钓鱼链接给你，请你输
入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输入几次验
证码就会错几次），每输入一次验证
码，骗子的账户里就同时转入一次
你的钱款。

诈骗话术2：物流异常
你刚问完卖家：怎么宝贝还没到?

就有假冒快递客服的诈骗电话打过
来!

骗子套路：你刚和卖家催过快
递、要求卖家修改收货地址、快递收
件破损要求卖家或快递公司处理，然
后你就收到自称是“快递客服”的电

话，表示你的快递不小心被弄丢了需
要给你双倍赔偿/快递破损了需要给
你双倍赔偿，赔偿的操作同骗术一的
后半程操作：让你打开支付宝操作借
呗借贷、打开对方发来的链接输入银
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通过扫码转
账或网银转账或线下ATM机转账。

诈骗话术3：设置成铂金会员
“您被设置为VIP铂金会员，每个

月要扣除 500 元会员费，需要取消
吗？”

骗子套路：对方自称是某电商网
站的客服人员，说因为工作失误导致
你被列为了铂金会员/VIP会员或者
批发商客户，每个月要在你的银行卡
里扣除500元作为会员费，问是否需
要取消该业务。

接着，对方将你的电话转接到
银行工号为X12345 的贵宾专属接
话员，接话员要求;“验证资金”，需
要将你的资金转到指定银行账号。
后续操作与骗术1、骗术2的后半程
类似，不过此类诈骗分子更喜欢让
你去线下ATM操作或在线登陆网
银转账。

（1）接到网购或快递退款电话，
请你打起十二分精神智斗骗子！请
先挂断对方电话，然后联系对应的网
店官方客服或快递官方客服确认是
否有退款。

（2）听到电话里说你“被设置为铂
金会员/VIP会员/至尊会员/88VIP/
高级会员/店铺VIP/批发商账户，要
定期扣除费用”，需要把你转线到银行
客服专员给你取消业务，这是诈骗！
请挂断电话。

（3）对方一旦让你开通“借呗/微
粒贷”等这类借贷产品，或者登陆支
付宝、微信、网银、线下ATM操作才
能退款，百分之一百是诈骗！

（4）不要理会对方给你发送的退
款链接。退款当你在官方页面发起
申请后不需要你在外部页面做任何
操作，其它网购平台的退款操作请咨
询官方客服或卖家确认。

（5）但凡要你输入银行卡号并提
供密码的客服，那一定是假的。

防骗指南2:识别假客服记住这5点

防骗指南3：

如果已经被骗了怎么办？

插上绿色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