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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被会员 信息遭收割

扫码点餐“强制关注”该管管了

如今，消费者在饭店
用餐时，扫码点餐已十分
普遍。但部分餐厅点餐、
买单时，要求强制关注微
信公众号，有的还需要输
入手机号、生日、姓名
等。本来只想安静地吃
个饭，没想到却被“收割”
一波个人信息，不少顾客
顿觉饭菜“不香”，商家
“流量捆绑”何时休？

扫码点餐藏“公号陷阱”
引强制关注质疑

“进店扫码点餐。”如今，消费者在餐厅吃
饭时，通过手机扫码已经成为流行的点餐方
式。

快速普及的扫码点餐，为商户节省了人
力，给顾客带来了便利，但也暗藏“强制关注”
的陷阱，引发过度收集信息、存在信息泄露风
险的讨论。

在深圳福田工作的张小姐说，在不少餐
厅点餐、买单时都需要关注公众号，多花了时
间不说，手机App也变得十分“臃肿”，有时
还会收到餐厅推送的广告，让人不胜其扰，现
在“吃完饭就取关”。

记者走访深圳数个商圈了解到，多数餐
厅上线了扫码点餐功能。扫码后，约有一半
餐厅要求关注微信公众号后进行点餐，一些
餐厅扫码后还要求用手机号登录才能点餐。
还有餐厅的点餐系统要求顾客输入手机号、
生日、姓名、性别等个人信息注册成为会员。

在茶饮品牌“喜茶”的一家门店，记者用
微信扫码下单，被要求用微信手机号一键绑
定或者其他手机号绑定，否则无法下单。若
用支付宝扫码，顾客需要授权商家使用手机
号、昵称、头像、性别、地区等信息。

深圳市消委会法律部负责人何宝媚说，
近期当地组织志愿者走访调查了36个大中
型商超、26个连锁餐饮品牌共计260个门店，
有 97.02%的商家采用了扫码消费，其中
95.64%的商家在扫码后仍须关注或授权才
可进行消费。

同时，深圳市消委会以线上投票的方式
调研了消费者对扫码消费问题的看法，共
963名消费者参与了投票，949名消费者遇到
需同意授权或注册会员才能使用的情形，941
名消费者表示介意商家收集个人信息。

“为什么点个餐必须提交个人信息？商
家有权利用点餐环节收集个人信息吗？这些
个人信息被收集后会被如何使用？有没有信
息泄露风险？”张小姐问出了很多消费者关心
的问题。

关注后被“画像”
或损害消费者权利

记者采访了解到，由于开发的门
槛不高，市面上存在不少开发扫码点
餐小程序的技术企业。

一位技术企业工作人员表示，公
司可快速搭建包括App、小程序、公
众号在内的扫码点餐系统，客户可选
择让消费者扫码跳转关注微信公众
号中的服务号，再进入点餐页面。而
在餐品结算时，“在后台可以自定义
添加要求顾客填的信息，就餐人数、
顾客姓名、联系方式等都可”。

消费者还可能“一不留神”就被
商家“画了像”。

国内一家人工智能企业负责人
告诉记者，技术提供商可以通过相关
数据，分析顾客的消费行为，形成精
准的用户画像，商户可以有针对性地
将打折、优惠券、积分等营销措施推
送给顾客。

从强制关注到“用户画像”，本想
安静地吃个饭，却可能被商家“暗中
凝视”。不少业界人士认为，消费者
的多项权利或被侵害。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这类问
题并非仅出现在餐厅用餐中，停车场
扫码缴费、酒店扫码入住……多个生
活场景都出现了需要授权才能消费
的默认性或强制性提交个人信息的
情况，大有蔓延之势。更有不少商家
通过打折和赠送小礼品获取个人信
息，比如商场里扫码领取化妆品小样
的自动售卖机等。

不论店大、店小，各类商家都在
积极地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但其在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上投入的人力物
力是否充足？2018年，旗下包括汉
庭、全季等多个酒店品牌的华住集团
就曾发生过信息泄露事件，5亿条会
员信息在境外网站上挂售。

扫码点餐需有安全“边界”
“信息收割”亟待规范

不少业界专家认为，餐饮作为
最基本的消费之一，覆盖了几乎所
有的消费者，近来由扫码点餐消费
等带来的“信息收割”迹象，亟待采
取措施予以规范。与此同时，行业
主管部门应当尽快出台各行业的扫
码消费管理细则，建立扫码消费的
数据安全“边界”。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认为，扫码点餐涉及顾客的选择
权和隐私权，餐厅提供扫码点餐服
务时不应强制关注公号、强迫提供
信息，部分技术公司宣称顾客信息
储存在“云端”，但仍可能引发隐私
泄露忧虑。

实际上，围绕个人信息安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
条例等顶层设计均已做出规定。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余刚
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近期
提请审议的背后，是互联网时代个
人信息的收集方式和途径让人防不
胜防。商家获取消费者手机号、通
讯录、精确地理位置等多项与消费
无关的信息，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收集、使用消
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

余刚等法律专家建议，行业主
管部门应根据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制
定行业管理细则，督促餐饮等行业
优化服务，加强行业规范，同时设立
扫码消费的数据安全“边界”，拓宽
消费者的侵权投诉渠道。

深圳市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扫码消费的相关问题，将进
一步展开相关调查、监督工作。

（新华社深圳3月18日电 记者
孙飞 赵瑞希）

打哪个品种的疫苗更好？单针和双针如何选择？

新冠疫苗接种遇到“选择的烦恼”
当前，海外疫情依然严峻，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选择上，不少民众遇到了“选择的烦恼”：要不要打疫苗？打哪个

品种的疫苗更好？单针和双针如何选择？对此，新华社记者采访了有关主管部门和业内权威专家。
目前，我国已有4款新冠病毒疫苗经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上市。按技术路线划分，有两大类：一是灭活疫苗，包括国药中生北京公司、国药

中生武汉公司、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生产的3款灭活疫苗；二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为天津康希诺公司生产的5型腺病毒载体疫苗。

清明假期将现
跨省游“小高峰”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张漫子）记
者从多个在线旅游企业了解到，截至目前，多个在
线旅游平台清明假期的景区门票预订量、机票酒
店预订量已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赏花踏青季节，国内旅游市场周边游和跨省
游回暖趋势显著。业内人士认为，全国中高风险
地区清零、国内低风险地区凭绿码自由通行等利
好消息激发人们出游热情，清明假期有望迎来今
年首个跨省出游“小高峰”。

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说，2020年清明
节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同比减少六成多。今年的情
形显著好于去年，从目前机票、度假酒店、租车自驾、
景区门票、跨省跟团游等旅游产品的预订情况来看，
清明节的出游人次有望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预
计今年清明节出游人次将达到1亿人次。

从当前在线旅游平台的旅游报名情况来看，
今年清明节旅游以周边短途自驾为主，中长线和
长线跨省游增势显著；“家庭游”是主要出游形式，
亲子采摘、主题乐园是家庭亲子人群的首选。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院长兰翔表示，北京取
消核酸检测证明后，就地过年压抑的休假、探亲需
求或在小长假前逐步释放，以商旅为代表的刚性
出行也将迎来一波大幅增长。

3月18日，深圳民航客运与直升机运输接驳
航线正式开通。乘客可以享受从北京大兴机场至
深圳大中华直升机场的民航客机与直升机旅客联
程“一站式”运输服务。

图为直升机抵达深圳市中心的大中华直升机
场后，首航乘客（前中）下机。 新华社发

“民航客运+直升机”

深圳开通机场到市区
空中接驳航线

两大类疫苗各有特色

国家卫健委有关主管部门表示，
无论采用何种技术路线，只要是国家
已经正式附条件批准上市的疫苗，其
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有一定数据做支
撑的，潜在收益或已知收益大于潜在
风险或者已知风险，公众可放心选用。

业内专家介绍，两种技术路线的
新冠病毒疫苗各有特色。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世界卫生
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一鸣介
绍，灭活疫苗就是把新冠病毒培养扩
增后加以杀灭，然后把灭活病毒颗粒
注射到人体中，诱导人体产生免疫反
应。因为灭活时会破坏部分病毒表面
的蛋白抗原，疫苗的免疫原性比活病
毒有所降低，多采用双针或三针注射
的方法。初针诱导记忆细胞，再次注
射通过激发记忆反应，来指数级增强
总体免疫反应。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副组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军志介绍，灭活
疫苗主要特点是疫苗成分与天然病毒
结构比较接近，通常免疫应答也比较
强，具有良好的安全性。这种疫苗比
较稳定，在2至8摄氏度的储运条件下
可长期保存两到三年。

而腺病毒载体疫苗好比一辆搭载
着“新冠病毒抗原基因”货物的汽车。
送抵人体细胞内后，“新冠病毒抗原基
因”既不会自我复制，也没有致病能
力，却能表达出新冠病毒的蛋白抗原，
刺激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体。

王军志介绍，我国自主研发的腺
病毒载体疫苗采取“5型腺病毒”作为
载体，导入“新冠病毒抗原基因”，不仅
能够诱导很好的中和抗体产生，还可
诱导增强细胞免疫。目前批准的免疫
程序为单针接种。

单针和双针
如何选择？

邵一鸣表示，对于有临
时或紧急任务需要前往疫
区、却没有足够时间等待的
人群，更适合注射单针腺病
毒载体疫苗。

此外，单针腺病毒载体
疫苗还有以下好处：一是，
单针接种即完成了全程免
疫，避免了因路途遥远、工
作繁忙或疫苗匮乏打不上
第二针造成的免疫脱落，保
障了高疫苗接种率；二是，
单针注射总体成本较低，成
本效益比更高。三是，在当
前全球疫苗产能不足的情
况下，单针疫苗可接种双倍
人群，提高了疫苗的可及
性。

但是，有一利必有一
弊。邵一鸣提示，单针腺病
毒载体疫苗诱导的免疫反
应强度一般弱于两针疫
苗。因为这类疫苗再次接
种时，人体主要产生针对

“汽车”——腺病毒载体，而
不是“货物”——“新冠病毒
抗原基因”的记忆反应。这
类单针疫苗在预防早期的
流行病毒时没问题，换成后
期突变病毒时，保护效率大
多会下降。所以，选择疫苗
时，要根据需保护人群的具
体情况，结合当地流行病毒
的最新监测数据，进行综合
判断和科学决策。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
日电 记者王琳琳 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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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轨道器
成功进入日地L1点轨道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胡喆 陈席
元）记者18日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获悉，嫦
娥五号轨道器在地面飞控人员精确控制下，近日
成功被日地拉格朗日1点捕获，成为我国首颗进
入日地L1点探测轨道的航天器。

目前，轨道器对地距离93.67万公里，整器姿
态稳定、能源平衡、工况正常，后续将在日地L1点
探测轨道运行，运行一圈周期约为6个月。

日地L1点位于太阳与地球的连线之间，距离
地球约150万公里。这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引力

“动平衡点”，意味着在这个位置上受到来自各方
的引力大小基本相同。航天器位于该位置时，更
容易保持相对稳定的运行状态，在节省燃料的同
时，既不会被地球或者月球遮挡，还可以不间断地
观测太阳或地球向阳面，是放置太阳观测站的最
佳位置。

据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航天器长期管理团
队工程师何琨介绍，嫦娥五号轨道器于2020年12
月17日与返回器分离，自去年12月21日起转入长
期管理阶段，由该中心长期管理团队负责跟踪测控、
轨道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工作。在约88天的转移旅
程中，团队严密监视、精准操作，先后实施了2次轨
道机动和2次中途修正，使嫦娥五号轨道器成功抵
达日地L1点，开启了新一阶段的探测任务。

该中心副总设计师汪赛进表示，后续将根据
拓展试验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嫦娥五号轨道器日
常管理和拓展试验，进一步扩大工程和科学探测
成果，为后续深空探测任务提供技术支撑，探索和
积累更多经验。

据悉，除了嫦娥五号轨道器，该中心长期管理
团队还在负责嫦娥三号着陆器、嫦娥四号“两器一
星”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的日常管理工作，目前
上述航天器的状态良好，运行正常。

我国加强打击
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 国家知识产权局
日前发布《关于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办法》，坚决打
击各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确保实现专利法鼓励
真实创新活动的立法宗旨，全面提高专利质量。

办法所称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是指，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不以真实发明创造
活动为基础，为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虚构创新业绩、
服务绩效，单独或者勾联提交各类专利申请、代理专
利申请、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等行为。

办法对各类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进行了界
定，明确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
专门处理程序，同时为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告
知了相关法律救济途径。

办法明确，对于被认定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国
家知识产权局可以视情节不予减缴专利费用；已经
减缴的，要求补缴已经减缴的费用。对于屡犯等情
节严重的申请人，自认定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之日
起五年内对其专利申请不予减缴专利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