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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微信投票层出不穷，有人打着帮人刷票的幌子窃取他人信息

用 APP 刷票 小心隐私被泄露
□记者 吕高见

核心提示丨“你还在为拉票烦恼，为票数涨得慢而纠结吗？立即下单，数十万兼职投票人员让你能够轻松夺冠
……”这些内容出现在多款刷票 APP 和 QQ 投票群中，此外，大河报记者还调查发现，有的 QQ 投票群会员则多达
2000 余人。一位经常为孩子参与各种选拔拉票的父亲感慨，
“投票高手”
“全民投票”……有了这种投票软件，再也
不用到处央求别人了。然而，这种投票软件让选拔活动、赛事等变了味。如果在此过程中个人隐私被泄露，后果将
不堪设想。那么，刷票 APP 风行的今天，大众投票还有意义吗？其背后隐藏哪些利益链？

市民经历丨
网选一夜增加几万票
“请大家动动手，为我女儿，第 12 号
选手，投上您宝贵的一票……”这几天，
可把郑州市民苏先生忙坏了，在上班工
作之余，他连发了几天这样的内容在朋
友圈里，
文字后面并附有投票链接。
据苏先生介绍，他女儿今年 12 岁，
平时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为了鼓
励她形成自信和乐观向上的态度，在征
得女儿同意后，苏先生为女儿报名参加
了一个网络“魅力之星”评选活动。按
照活动规则，活动会在网络上公示一个
月，每位用户每天可以投票一次，最终
得票的前三名将获得奖励。
评选活动开始后，苏先生将女儿的
基本信息和参赛情况转发给朋友，希望
大家关注。随着评选活动日渐临近，眼
看着女儿的票数在一天天增加，进入前
三名应该没问题，对此，苏先生一家人
很是开心。然而令苏先生没想到的是，
就在评选结果截止的前一天晚上，他无
意中登录网络才发现，之前排在女儿后
面的两个选手一夜之间上涨几万票，以
高出女儿好几倍的票数闯进前三。
“他们肯定是花钱找人刷票了，否
则票数不会猛涨。”苏先生告诉记者，后
来，他发现多款投票刷票 APP 出现在软
件商城及 QQ 群，只要花钱，就能找人提
高票数。
无独有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和苏先生一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市民，有
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后，经常会接到推销
人员电话，让其参加“社区之星”、
“家乡
之星”等网络评选活动。对此，大家质
疑，各种“人情绑架”
“金钱绑架”使主办
单位的评选与网络投票的初衷渐行渐
远，
评奖的客观性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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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亲身体验刷票软件

记者在手机里搜索“投票”这个
关键词，而后出现多个“投票器”
“全
民投票”
“ 天 天 投 票 ”等 投 票 软 件
APP。

专家建议丨
设立举报热线
立法加以禁止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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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众多 APP 中下载
了 一 款 名 为“ 投 票 高 手 ”的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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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提醒丨
个人信息不要对外泄露
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

记者调查丨
只要交钱就能刷票
刷得越多越实惠
出了各种各样的投票 APP 外，记者
调查发现，在 QQ 上也有百余个投票群，
有的 QQ 群会员多达 2000 余人。记者
随机添加上多个投票 QQ 群，申请进群
后，均显示全员禁言状态，会员无法在
QQ 群发言和大家交流，群主会推荐自
己的微信群，让大家添加。也有很多陌
生人员发来“需要微信投票吗”等好友
验证，假如不接受，立刻就会被群管理
移出群。
一位长期从事刷票工作的人员透
露，针对一些票数需求较少的活动用
户，他们会采取“纯人工”的刷票方式；
对那些票数需求大的活动，一般则会采
取机器刷票，这样效率相对比较高，也
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 我们在全国各地
的会员就有好几万，哪个地方人员都
有，但是人工刷票和机器相比，成本高
速度慢。机器刷票也是针对这个活动
定做刷票软件，可以控制选票增长，一
般情况下让人看不出来。”
“ 只 要 交 钱 就 能 刷 票 ，越 多 越 实
惠。”上述人员表示，除此之外，每个 IP
地址只能投限定的票数、实名制投票、
需要输入身份证号投票等“障碍”早已
被刷票公司破解。刷票软件可以变换
不同的 IP 投票，利用身份证号生成软件
可以破解实名制投票限制，工作人员
称：
“这些对于我们，都不是问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去年初的
北京市人代会上，北京市人大代表孟凡曾
提出了《关于加强对网络、微信投票管理
的建议》。孟凡称，现在通过网络投票或
微信投票评价人和事成了热门方式。从
“优秀人物”到“可爱宝宝”再到“萌宠争
夺”，似乎只有经过网络投票才能分出高
低、体现公平。然而在很多情况下，网络
投票不是一人一票，而是靠网络刷票，得
高票的往往不是投票人多，而是会操作刷
票。浏览器中搜索“微信刷票”可以看到
很多链接，提供刷票软件或操作。
孟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投票如
果只是商业运作、吸引人气尚可不论是
非，但用网络投票作决策，就可能出现与
现实状况不符的情况，用来评选社会优秀
榜样、优秀人物也会有失公平和真实。为
此，孟凡建议，一是选举单位在举办网络、
微信投票前，应该充分评估必要性、公平
性及代表性。二是制定严格的投票规则
和网络管理模式，监察投票过程中的异常
情况，避免出现投机操作的情况。三是设
立举报热线或联络方式，便于公众监督举
报。
对此，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张敬辉
称，网络投票行为现在非常普遍，但是存
在的问题确实不少，在现实生活中，由于
存在网络虚拟性，所以有些人专门打着帮
人投票的幌子行骗。在网络上，市民被骗
后取证，都有一定的难度。张律师表示，
首先市民不要轻信上当；其次有关监管部
门应当高度重视，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
法规。另外，就这些投票网站收了客户的
钱之后，有没有去投票，谁来监管的问题，
目前在法律上还是空白，对于这种行为，
应当通过立法加以禁止或者规范。

打开首页，里面显示了微信投
票，可以选择地区、投票链接、投票
选手（选手名字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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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投票分为“普快、
特快、冲刺”三个阶段，普快 9 分钱
一票，特快 2 角 5 分一票，而冲刺则
3 角 5 分一票。普快范围内，在数量
选择上，最便宜的 18 元 200 票，最贵
的 4500 元 5 万票。

对于多久能看到效果，该软件运营人员称，
“我们上班时间是早上 8 点
到晚上 12 点，其他时间段下的订单会延迟处理，下单后状态变为已发货，
大概 5 到 60 分钟内会开始陆续涨票，
我们会尽快完成订单。”
关于信誉问题，该运营人员表示，
“请放心，我们是长期做这个的，公司
每天运营费用支出十几万。我们对自己投了多少票有严格的计票统计，诚
信第一，
但为了避免纠纷，
建议在买票期间自己不要拉票。”
（以上图片均为手机截图）

此前，网上不断曝出加入 QQ 投票
群，注册会员被骗现象；也有人信息泄露
后被陌生人骚扰。
《网络安全法》有详细规
定，包括网络运营者应对收集到的用户信
息严格保密，不得泄露、篡改、损毁其收集
的个人信息等等。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网络刷票这一
行为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这
类公司往往是皮包公司，网络投票多为匿
名，而刷票公司则多用不固定的 IP 以及
虚假身份信息，这些都给网络刷票的法律
监管造成一定困难，相关部门要对其调查
取证也有困难。
那么，网络刷票行为真的查不出来
吗？记者采访计算机专业人士了解到，有
的网络公司刷票可以从 IP 地址检测上看
出来，比方说某地址在一秒内投票几十
次，基本可以断定是刷票行为。但如果网
络公司使用代理修改 IP 地址，那么确定
刷票的行为则会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隐蔽
性，
这样不好查证。
昨天，腾讯公司一名负责宣传的工作
人员在受访时称，凡是被用户举报微信和
QQ 群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他们坚决进
行打击。
郑州市金水区一名民警提醒，微信
APP 风行，刷票存在一定的风险，不要受
骗上当。在微信朋友圈投票、拉票过程
中，尤其是涉及电话号码、身份信息、家庭
住址等个人重要信息的，更要提高警惕，
不要对外泄露，以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造
成财产损失等不必要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