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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mrǹ p̀r fghi

&tuvwxyz{|b
}~|T!"#$%&'(
)*+, ,t-z./01
/b1203S4f567
&++G+)***&H89:;1<

QRSTUS,VWX
"UMN

!"#$%&'()*+,
-./0+1123*+

$,),)yH=&>?,),)y(=,G
>@?ABIUQCDEFGIcH
I ?jCk8JKLMN/OP<
lXjk[q?mserr_rn?̀?_NmYcT] d̂

! " # $
%&
'(

!"#$%&'()
QRT!"!"y

#=!>STUV
WXYYZ[\
]^l2_`a
0WR0bcd
efgh$4O
i>j$"klm

niopqrsTt@urs
QTvwWRfq?mserp?_qmnq

*nopqrs

YZ[7
klmno*pp-q

Xrs*tu` 1v)*wx
y*z{|}~*!734"
#H$7%*&'()*+,
-s.*/0D1*23-/
0456578*W92:
$;<=*>?'U@/A
BC}*Z4*DEFG*w
H`I*wJKL/0M2
N*OPQQRj
jk[̀_q?pmp?l_r

xy4z{q|}
~T!~"#$%&))))&
'hK()*G)))&'h
K(T+,-.S/30
1;)#23f

454O
tuvwx3:yJz"{

\]<^ *+,-()
6WX78797:;<-=4zbWX>?-=4z@

AV!)*'y%=!>b!)*'y%=(>BCQ{q|}~;D+W
X>?;<-=4zEFGH+WX78797:;<-=4
z+WX>?;<-=4zI3+WX78797:;<-=4
z~JfxyK4zLMNO.LPLSQS/TH+QQRS
RT%H+QI3QWX>?;<-=4zUVTWO.RS
h$XmYZ[i>jB=>lT\XmYZ[Q$$]4O
i>j>=^>lTE_`a4zbcRTddueOfQghf

tu|}~!Jz"{
tu"#"$"6~!Jz"{

=i4/]jk-l(
2mnCoTp&)))A,TgY
qpTrskpbt2buv
w;xTyz{Tcd`~f
%uv r̀npnr?mpmm

_`abcde

./()
|}3d~!T6W]"#$%

&'(-=4z{q|}~T}/)
n*Tb+T,-4zb+.fW4
zRShV$4OT/i>j,(>
lT0$4zb+.1DRSf
CDh%233 45%#*(-))
86%W]"7i89:;q0*%&<
'=!)*> CDEF%*(#)--*(!**

tn&'()*+,Jz"{8-.
lqlq<qm/ s̀0

!VWXV?UV@A4B+1
?,?-&ClDG0ET51%
,)&H)H,H?)&&+),'F#BG
!YZ[RHrI8J1KLV
?MN1''),+&&)),,,,+Q4
ObH;OPpQTF#BGf
!\][Rq-SClJTUT
-=4zVVy*=V?hW
X/Y0ZE[45\DF#
!^_[]^_`^abcdV
?*TOT51''),+,)'G)(+&
V?TeOT51''),+,)'G)
G(HV?H;OT51''),+,
)'G)G(*TF#BGf

!\]fgJguYLrhUT
-=4zV?ijG&,HG;/
WNgkWhEPlmTno
1pjjq,)))))-*()brq
jj&*)))-)+*+TF#BGf
!\][sUkH1/tu'(
zvV?%K3wx/EU\
y[[Rbz$T[1G,''),
)){|+(G'**G)}::~nW
X:;0!n"#ZE[T$
P1|'',))G-HG,*)&F#BG
!\]9N%/&t-=4zV
?4OpQT51'''),&,),
-H',)TF#BGf

!`abW()`V?:*h+
*W4z;/WhEThE1
+)G&&,)&(''),,*))(GH'Tno
1&(&)&G&())TF#BG
!YZ[*i,2V?*TOp
QTF#BGf

wh-./08Y00?a;0<m11KQ2p
34TxyK:khK5N*90gY6aLM7B=
n8Q-.S/T}/$,),)yH=&+>?,),&yH=
&+>T)'))9,-')):;p<=>lX./08Y00?
a;0<?%@0qYnTG==>lWAnY00b
B;0ba;0***<C90f

WD|PEN_-FGHI0JN!KTGgYL
MNOQEUNYKWuPQRSCnj0TTUU2
gYVWXPYnf

454O
tuj1}234-.5D678

tu9":;EF<=;
lqlq<qm/ s̀0

012345674&894:;<=>
?6@ABCD()

5'%'%EF !(G:

!\][YZJ-[89DJ\
0UT:]V?KiR^nL
_/EU8D|`a<#ab
cd+eyMGyC'mTe
y1e&())&*-H'*TafHH'-
+t')'}ey1e&())&*-H-'T
af*'G-*t(('}ey1e&(
))&*-H--Taf*'*&t--'T
F#BG
!cdeV?WXa&58gT
h-=4z"iQlUTeT
TeYe''),&H,'G)Te1
e%))),+GG)8af+G)))'<
F#V?

!\]YZjklm*n;<-
=4zV?4OpQT51''
),)*)&),()+TF#BG
!\]YZop5gqrUT-
=4zV?4OpQT51%
''),)*),'+GG(TF#BG

!\]&satC:utv-=
4zV?*T}sOpQT5
1''),&,)'--)''TF#BG
!fgswx:utv-=4z
V?4O&QTF#BG
!hijV?WXyz{gJs
]|/-=4z"iQWX}
~!"YTepmTTeYe
''),&H''G)Te1e)),+)G',
af-,'&&-'TF#BG

!hijV?WXyz{gJs
]|/-=4z"iQWX}
~!"YTepmTTeYe
''),&H''G)Te1e)),+)H)(
af&)))))'TF#BG
!klk6hW4zhE**''-'
))+)+,)&()))&*)GF#BG
!\][#]Rk1;-=4z
V?4OpQTF#BG

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被用于金
融支付、小区安防、政务服务等诸多
场景，既提高了便利性，也通过数据
交互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安全性。

但是，人脸数据如果发生泄露或
被不法分子非法获取，就有可能被用
于违法犯罪活动，对此应保持警惕。

去年8月，深圳龙岗警方发现有
辖区居民的身份信息被人冒用，其驾
驶证被不法分子通过网络服务平台
冒用扣分。

在开展“净网2020”行动中，龙
岗警方经多方侦查发现，有不法分子
使用AI换脸技术，绕开多个社交服
务平台或系统的人脸认证机制，为违
法犯罪团伙提供虚假注册、刷脸支付
等黑产服务。截至目前，龙岗警方在
广东、河南、山东等地已抓获涉案犯
罪嫌疑人13名。

据警方介绍，在上述案件中，犯
罪嫌疑人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照片
进行一定预处理，而后通过“照片活
化”软件生成动态视频，骗过人脸核
验机制。随后，通过网上批量购买的
私人社交平台账号登录各网络服务
平台注册会员或进行实名认证。

人脸信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
财产安全。业内专家认为，对倒卖人
脸信息的黑色产业链必须予以严厉
打击，立法机关需统筹考虑技术发展
与信息安全，划定人脸识别技术的使
用红线；监管部门也应对恶意泄露他
人人脸和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予以
坚决制止。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
心执行主任吴沈括认为，网络平台对
平台上的交易行为负有监管义务，应
严谨审核卖家资质，对平台内经营者
的合规情况进行监控、记录，不应允
许发布任何侵犯他人人身财产权利
或法律法规禁止的物项。

对于曾经上传过清晰手持身份
证照片或同时上传人脸照片并填写
身份证、银行卡信息的用户，专家建
议，应在开启人脸验证的同时，尽可
能选择多重验证方式，减轻单重人脸
验证风险。

据新华社

“要的话五毛一张
打包带走，总共两万套，
不议价。”一位卖家用微
信语音对记者说。他还
发来两套手持身份证的
人脸照片截图。

“新华视点”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一些网络
黑产从业者利用电商平
台，批量倒卖非法获取
的人脸等身份信息和
“照片活化”网络工具及
教程。专家提醒，这些
人脸信息有可能被用于
虚假注册、电信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淘
宝、闲鱼等网络交易平台
上，通过搜索特定关键词，就
能找到专门出售人脸数据和

“照片活化”工具的店铺。
在淘宝上，部分卖家以

“人脸全国各地区行业可做，
信誉第一”“出售人脸四件套，
懂的来”等暗语招徕买家。记
者随机点进一家出售“××同
城及各大平台人脸”商品的店
铺，旋即跳转到闲鱼界面。在
该卖家的闲鱼主页中，售卖的
商品为部分平台包含用户人脸
的信息数据。

在闲鱼平台，不少卖家公开
兜售人脸数据。为了保证店铺
的“正常运营”，卖家常怂恿买家
通过微信或QQ沟通议价。记者
近日随机咨询其中一位卖家，对
方用语音答复道“加微信聊吧，这
个说多了会被封”，并向记者发来
了微信号。

除售卖人脸数据外，一些“胆

大”的闲鱼卖家还出售“照片活
化”工具，利用这种工具，可将人
脸照片修改为执行“眨眨眼、张张
嘴、点点头”等操作的人脸验证视
频。

“一套（‘照片活化’）软件加教
程35元，你直接付款，确认收货后
我把链接发你。”一位闲鱼卖家在
闲鱼对话框内使用语音与记者议
价。在记者完成支付并确认收货
后，卖家通过百度网盘给记者发来
一个文件大小约 20GB 的“工具
箱”，“工具箱”里有虚拟视频刷机
包、虚拟视频模拟器和人脸视频修
改软件等工具，还有相关工具的操
作教程文件。

还有一位卖家在添加记者QQ
好友后，先发来了一些单人手持身
份证的样本照片，随后向记者展示
了其利用工具修改上述照片后欺
骗某网络社交平台人脸识别机制
的效果视频。

目前，记者已将调查中发现的
一些线索移交有关公安机关。

“如果只是采集个人的人脸信
息，比如在马路上你被人拍了照，
但是没有获得你的其他身份信息，
隐私泄露风险并不大。”中国电子
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安中心测评
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说，问题在
于，当前网络黑市中售卖的人脸信
息并非单纯的“人脸照片”，而是包
含公民个人身份信息（包括身份证
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等）的一系列
敏感数据。

一位倒卖“人脸视频工具箱”并
声称可以“包教会”的卖家告诉记
者，只要学会熟练使用“工具箱”，不
仅可以利用这些人脸数据帮他人解
封微信和支付宝的冻结账号，还能
绕过知名婚恋交友平台及手机卡实
名认证的人脸识别机制。这位卖家
还给记者传来了帮一些“客户”成功
解封冻结账号的截图。

“从技术角度看，将人脸信息
和身份信息相关联后，利用系统漏

洞‘骗过’部分平台的人脸识别机
制是有可能的。”人脸识别技术专
家、厦门瑞为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
究中心总监贾宝芝博士认为，尽管
一些金融平台在大额转账时需要
多重身份认证，但“道高一尺魔高
一丈”，网络黑产技术手段也在不
断更新，绝不能因此忽视账户安
全。

何延哲向记者举例：如果人脸
信息和其他身份信息相匹配，可能
会被不法分子用以盗取网络社交
平台账号或窃取金融账户内财产；
如果人脸信息和行踪信息相匹配，
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精准诈骗、
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这些包含人脸信息和其他身
份信息的数据从何而来？有卖家
向记者透露，自己所售卖的人脸信
息来自一些网贷和招聘平台；至于
如何从这些平台中获取此类信息，
对方没有作答。

人脸数据0.5元一份
修改软件35元一套

倒卖的人脸数据拿来做什么？

需警惕利用人脸信息
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

0.5元一份！
谁在出卖
我们的

人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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