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野生动物的“巡护工作”每天都在进行，只

是对“电商无野”行动的志愿者来说，这种巡护放到

了网上。

近日，全国人大已经通过了全面禁食野生动物

的决定。该决定旨在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

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生

态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有力的立

法保障。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

简称中国绿发会）一直关注野生动物线上交易。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来自不同环保组织的志愿者们，

紧盯着网络动向。他们担心，线下野生动物交易遭

到打击后，一些不法商家会将交易转到线上。

“要遏制线上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重要的不是

技术问题，而是重视程度问题。”中国绿发会秘书

长周晋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法律法规不会自动

执行，要实现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净网行动”还

需多方努力。

淘宝、京东、苏宁、拼多多、微信、微博、百度、抖

音、快手和小红书……这些网络平台，都在“电商无

野”志愿者的监督之下。最近，他们也已经向数家

电商和社交平台发函，要求其下架违规的野生动物

商品。

志愿者给科技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些他们 2 月

下旬在电商平台上发现的野生动物制品链接。不

过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链接已经失效，这说明平

台方已经对此类商品进行了下架处理。

现在，若在淘宝上搜索“果子狸”“穿山甲”等，

弹出的不是搜索结果，而是“对野生动物交易说不”

的警示图片。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数据，鱼翅、熊

胆、海龟、活体萤火虫等超过 3 万多个物种已经进

入阿里的禁售名录，平台对相关捕猎工具也进行严

格管控和打击。

社交平台，同样也是野生动物的线上交易场所

之一。要抓住这种隐蔽的非法交易，在很大程度

上，要靠群众举报。

2015年，腾讯启动了“企鹅爱地球”公益项目，开

通了举报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信息的渠道。2019年

全年，该平台受理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的举报近5000

件，对其中近2600件有效举报进行了逐一处置。“企

鹅爱地球”团队安全专家钟振坤表示，2019年，涉及虎

豹、犀牛、大象等物种制品的违规信息较其余物种多，

占总体举报量的一半，其他物种还有龟、盔犀鸟、羚

羊、玳瑁、穿山甲、狼、红珊瑚、熊、鲸鱼等。

三万多个物种进入电商禁售名单

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科负责人、法律学院院

长金可可表示，网络平台对平台上的一切违法行

为，都有合理的监管义务。“他们可以采取一些关键

词的自动警示等合理技术措施，对违规野生动植物

交易进行管理。”

实际上，网络平台确实在行动，技术和数据就

是他们的利器。

阿里安全风控大脑为平台提供治理的核心能

力，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可对文本、图片、视

频、直播等内容进行全面检测，实现对涉及野生动植

网络“黑话”增大排查难度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图个明白

斩断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链斩断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链
网络平台得网络平台得““上手段上手段””

物违规信息的毫秒级识别。2019 年，淘宝共拦截、

清理相关违规信息135万条，涉及834种动植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台升级了全链路监

控手段，全面提升了算法模型、实时拦截体系等技

术手段的扫描频率和效率。同时，他们也升级了布

控关键词，对用户新发物品触及高危关键词语的，

直接不予通过。

腾讯此前就已搭建了物种鉴别知识库，库中录

入了相关法律法规、CITES 附录物种、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常见物种特征图鉴等科普信息。

当举报审核人员遇到无法辨别的物种时，会以“物

种鉴定知识库”为基准作筛查。

“有一次，用户举报某账号违规销售象牙手镯，

但其提供的证据截图只是一张白色的手镯制品。”

钟振坤说，执法部门在工作中，对涉案制品的原材

料鉴定有一套非常严格的标准和流程，这就需要用

户在举报非法野生物交易时，尽可能提供更多信息

协助平台。

日常梳理线索时，团队也发现了不法分子中的

一些“黑话”。有些人会发一个大象的图标，配的文

字却是“非料”“果冻料”之类。在野生动植物制品

贩卖圈内，这两个看起来莫名其妙的词，指代的就

是某类象牙制品。这些暗语，客观上也给平台认定

一些违规行为带来困难。

钟振坤表示，通过网络进行的野生动植物非法

交易行为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以

及人类福祉，网络平台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工作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因为部分公众缺

乏正确认知，野生动物仍有很大的市场需求，打击

非法贩卖野生动植物的工作仍然面临很大压力。”

既然已经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在一些志愿者

看来，网络平台应该将所有和野生动物沾边的制

品悉数下架，无论商家是否具有野生动物驯养繁

殖许可证。

对此周晋峰指出，从环保组织的感受来看，

线上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

线上交易整治不力，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隐蔽

性，另一方面也因为法律对平台责任界定得不

够清晰。中国绿发会建议，正在修改中的《野生

动物保护法》应对网络平台的责任进行界定，促

其尽职强化管理，否则要承担损害野生动物的

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的观点具有合理性，也有现行法律

依据。”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张力分析，根

据《电子商务法》，若违法野生动物交易在电商平台

上发生，平台应当承担如下责任：第 30条防范违法

犯罪活动的行政责任；第 31 条相关商品信息记录

保存义务；第 32条对违法行为负有警示、暂停和终

止服务等义务；第 38 条明知状态下侵权行为的连

带责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生命法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员、温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长秋认为，既然要

全面禁食野生动物，就不能只禁止狩猎而不禁止狩

猎工具的买卖，也不能只在线下禁止而不网上禁

止。网络平台承担损害野生动物连带责任，是全面

禁食客观上需要的。不过，他也提醒，这种责任不

宜无原则扩大。

一些地方在立法时已经注意到了网络平台的

责任，比如福建和天津的相关决定都对网络野生动

物交易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全国人大的决定发布

后，有驯养繁殖证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能否售卖，

也要看相关部门发布的最终名单。比如鸽子、兔

子、甲鱼、牛蛙等还可以售卖，但大多数恐怕不能再

售卖。”刘长秋指出，目前尚无明确规定要求网络平

台下架这类商品，所以，具体如何做还要看国家后

续配套立法跟进的情况。

强化网络平台的相关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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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采暖一结束，准变天儿，老人孩子容易感冒。今年情

况特殊，感冒了都不敢去医院。”华北地区不少城市的采暖期应

于 3 月 15 日结束，而今年恰逢“冬暖必有倒春寒”之时撞上疫情

防控的关键时期，为了让大家踏实度过这个难忘的冬季，北京和

天津率先出台延长供暖的实施方案，河北、山东、陕西等地也相

继响应。

各地相继出台延长供暖方案

3 月 10 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二级巡视员蒋志辉发布，考虑到当

前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北京市城镇居民集中供热结束时

间顺延至 3 月 22 日 24 时，如需进一步延长，将报市委市政府批

准后及时向社会发布。

“按照《天津市供热用热条例》规定和市有关部门气象会商

结果，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天津 2019—2020采暖期延长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4 时。”天津市公用事业管理局供热燃气处副处长

丁鑫对科技日报记者说，根据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3月 15日到

3 月底，天津将会有 3 个时间段出现温度较低的情况；而且因为

疫情，人们待在室内活动时间较长，需要保持一定室内温度。出

于这两方面因素考虑，天津市决定延长供热到 3月底。

针对北京、天津延长供暖的举措，网友纷纷点赞。其他城市

也相继“抄作业”：河北石家庄、邯郸、廊坊、衡水、保定、唐山等

地，山东济南、菏泽、枣庄等市，陕西西安、宝鸡等都出台了延长

供暖季的具体实施方案。

延长期内有补贴质量不下降

延期供暖期间，采暖质量、服务不会下降，政府还会财政补

贴。北京市要求，延长供热期间供热单位的服务质量不得低于

采暖期期间标准，居民室内温度最低不得低于 18摄氏度。同时

结合此次居民集中供热时间的延长，天然气分户自采暖居民（含

农村地区煤改气）用户用气量补贴上限也做相应调整。延长供

热期内，区域锅炉房和热电联产中的居民供热，以及调整天然气

分户自采暖居民用户用气量补贴上限增加的费用由市财政全额

负担。

天津市则要求相关管理部门在延长供暖期加强检查，检查

供热单位的供热参数是否满足需求，同时要求各供热单位做好

燃料的采购和储备，有问题及时反馈，共同解决，并积极落实市

区两级财政补助资金。

对于集中供热延长期内，出现与气温回升的“重叠期”，公众

也不用担心。丁鑫介绍，现在集中供热都属于智能供热，会根据

室外温度变化调整供回水参数，天气温暖就少提供一些热量，天

气寒冷就多烧一些煤和气，多提供一部分热量，灵活供热。

但是，长时间待在暖气房里，要注意干湿平衡。公众可以

通过开加湿器，养吊兰、富贵竹、巴西木绿植等增加空气湿

度。另外，居家隔离要做到“多通风”，每天开窗通风，可以把

室内不新鲜的空气排出，堆积了一段时间的细菌、病毒也会随

着空气“溜走”。

关键时期“加时”供暖

京津等多市“热力十足”

陈 曦 本报记者 华 凌 通讯员 闫 欣

连日来，山东省滨州市如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依托十万级医疗净化无菌车间，开足马力赶制防护
服、输液器等医疗物资订单，满足市场需求。图为3月17日，山
东省滨州市如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医疗净化车间检查成
品防护服质量。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开足马力赶制医疗物资

3月17日，哈尔滨铁路科研所科技有限公司总装车间技术
人员加紧测试组装门式红外体温测量仪，该设备配备红外线温
度传感器，可对人体面部进行无接触式测温，当测量的体温大于
设定的温度时，蜂鸣器会发声报警。目前产品主要供给车站、医
院、工厂以及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 新华社发（张涛摄）

门式红外体温测量仪助力复工

疫情防控已至关键阶段，“宅抗疫”“云生活”成

为大多数普通人的重要日常。新华社记者调查发

现，有一些不法分子炮制多类消费陷阱，借“疫”谋

财，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防疫用品“坑”多多

——“跨界”。日前，北京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

在一黑窝点内现场查获囤积待售的一次性“三无”

口罩 9900 余只、防护服 9400 余套、防护镜 2900 余

副，让人意外的是，同时还查获假冒爱马仕、宝格

丽、迪奥等名牌化妆品 9000 余件（套）。记者从执

法部门了解到，原来是一个制售假名牌团伙在疫情

发生后发现倒卖紧缺防疫物资获利更多，于是转而

囤积假防疫用品出售牟利。

——“流窜”。电商平台上存在不法商家企图

以频繁“换马甲”方式逃避销售问题口罩的法律责

任。日前，阿里巴巴方面告诉记者，通过智能监管

机制发现淘宝平台上存在店铺违规上架发布口罩

商品，在被风险控制系统拦截后用更换店铺“马甲”

的方式逃避监管，继而以个人卖家身份在闲鱼平台

违规售卖口罩商品。

此类“陷阱”还可能威胁一线战“疫”人员的安

全。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有人通过微信平台购

买 2300余套防护服准备捐赠给湖北武汉环境监测

机构，经检验这批物资均为“三无”产品。

——“任性”。还有一些商家利欲熏心，对一些

商品任性涨价、捏造功能。在北京西城区，有商家

两天内 9 次提高口罩单价，将成本 60—80 元、原价

90元的口罩最终以 599元出售。还有药店捏造“官

方发布，新型冠状病毒防治方案，中成药推荐使用

某胶囊，唯一说明书中表明可抑制冠状病毒 SARS

药物，药师建议常备 2盒”广告，将该药品价格提高

七成出售。

直播产品多涉违规诱导

“云学习”平台上诱导贷款、退费困难等投诉明

显增加。记者了解到，有消费者在“学霸君”平台办

理在线课程时，该平台员工以“方便中途退款，不办

没法上课”为由要求其提供身份证和银行卡照片。

后在未告知的情况下擅自给用户办理了银行分期

贷款，每月要支付 1800多元。

疫情期间，大众上网娱乐需求激增、时间延

长。记者发现涉及网游、直播类产品违规诱导消费

的投诉也大量增加。一些消费者投诉称有号称“不

用充值、送 VIP、装备回收”的知名网络游戏其实不

持续充值游戏根本无法继续。还有消费者反映，疫

情期间，家中低龄未成年人被直播平台“网红”以

“打赏后能得到现金红包和手机”忽悠，白白打赏出

不少钱，家长们则苦于与平台客服沟通无果。

一些不法分子抓住疫情期间公众经济需求旺

盛的心理特点，操弄概念坑害投资者。记者发现，

有不法分子宣称所谓冠状病毒加密货币“Corona-

viruscoin”等虚拟货币是用于在境外建造口罩、防

护服工厂，或用于研究生产冠状病毒疫苗，购买可

获得高额回报。已有部分投资者被坑。

甚至还有人瞄上了鉴别力较差的中小学生。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多地中小学生在上网时遭遇

“某网红生日福利群”为名的“刷单返利”骗局，被教

唆用父母手机“刷单返利”赚零花钱，有人损失 19

万元。

加强政企联防联控机制

记者注意到，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各类消费陷

阱，相关政府部门和平台企业共同探索的协同多元

共治模式在信息共享、“黑名单”制度建设、打击查

处、智能反诈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目前，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家全国

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共同发起建立涉疫跨平台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共享、共用疫情期间因哄抬价

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

法行为被平台清退的商户信息，联合防范不法商

户跨平台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做到“一处清退、处

处关店”。

腾讯等企业通过反欺诈智能算法受理网民举

报。腾讯 110 平台负责人袁成艳介绍，疫情期间，

平台共收到“哄抬物价”举报 117744 个，打击违规

账号 37347个；收到“劣质产品”举报 776起，打击量

50 起；阿里则通过随时将平台技术识别出的、消费

者举报的相关线索主动推送给执法机关，并积极配

合执法部门“围剿”线下假货生产流通源头。

受访专家认为，针对当前侵权假冒行为“线上

线下”一体、身份更加隐蔽、手法不断翻新等新特

点，应不断提高市场监管和预警防范能力，加强部

门间执法协作，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堵塞监管漏洞。

有关部门同时提示广大群众，在购买相关防护

用品时，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避免上当受骗；参与

投资理财时应牢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拒绝轻

信高息诱惑，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拒绝泄露个人敏

感信息等。

“线上线下”一体、身份更加隐蔽、手法不断翻新

“云生活”消费陷阱亟待线上线下合力共治
新华社记者 鲁 畅 乌梦达 阳 娜

通过网络进行的野生动

植物非法交易行为严重破坏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安全

以及人类福祉，网络平台在打

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工作

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但

因为部分公众缺乏正确认知，

野生动物仍有很大的市场需

求，打击非法贩卖野生动植物

的工作仍然面临很大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