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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孙艳

【探访】
大数据助力“投其所好”
喜好公开导致冲动消费

采访中， 记者发现， 很多消
费者都沉浸在大数据时代所形成
的消费漩涡里 ， 比如某购物软
件， 根据会员搜索浏览条目的关
键词， 综合评定消费者的喜好，
并根据消费者的喜好， 有倾向性
地向消费者推荐相关产品。

“这样的大数据分析很方
便， 我可以很轻易就能找到自己
喜欢的商品。” 一位习惯网络购
物的消费者小唐表示， 商家这样
的 “投其所好”， 不仅仅帮助她
购物更便捷， 同时也加速了她的
购物周期。 “总能遇到喜欢的东
西 ， 难免就会出现冲动消费 。”
小唐说， 因为一时喜欢， 她已经
买了很多卡通形状的面包模具，
虽然大多数产品她并没有用过。

很多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
都会发现商家推荐的 “猜你喜
欢” 真是投其所好， 这就是大数
据综合评定的结果， 一个外卖点
餐手机软件， 可以清晰地归纳出
消费者口味习惯， 然后向消费者
推荐附近的商家。

“虽然这种大数据分析很方
便， 但细想起来， 还挺可怕的。”
小唐半开玩笑地说， “比我男朋
友都了解我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爱吃什么口味的饭菜。”

与 “投其所好” 同样让人觉
得 “暖心 ” 的 ， 还有 “供你所
需”。 市民肖女士的车险还有两
个月就要到期了。 最近， 常有各
种保险公司给她打电话推销车
险， 不仅有她曾经投保的公司，
更有其他同类竞争企业也对她的
车险到期时间了如指掌。

“起初没在意， 觉得有人电
话推销保险很正常， 但后来我仔
细想一想， 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
车险信息要到期了？” 肖女士认
为， 对于她没有投保过的企业来
说， 她应该属于陌生客户， 但对
方不仅拨通了她的电话， 还清楚
地说出了她的姓氏， 甚至了解她
所使用的车型， 客服人员同样知
道她上一年度车险即将到期。

“除了电话号码、 购车情况
之外 ， 是不是连我的身份证信

息、 家庭住址等内容， 都已经在
某些行业内公开了？ 这还有什么
隐私可言。” 肖女士无奈地表示，
“这是很明显的信息泄漏， 不仅
仅如此， 自从我买车后， 常有人
电话推荐车险和车载用品等。”

肖女士说， 她并不知道自己
的信息是在什么环节被泄露了。
虽然对于电话推荐的商品她的确
有需求， 但对于自己的信息这么
轻易地被公开， 肖女士也表示很
困扰。

个人信息收集途径花样百出
会员填写信息像是“查户口”

“现如今， 谁的手机里没有
几个实用的消费APP。 可是注册
会员， 填写信息就成了麻烦事。”
采访中， 很多市民向记者反映，
网络上很多软件的会员注册过程
很繁琐 ， 填写的会员信息像是
“查户口”。

26岁的李爽告诉记者， 她的
手机里至少有十个以上的消费
APP， 且每一个软件的注册过程
都要填写很多内容， 首先就是姓
名和电话号码。 而实名制后， 电
话号码背后就是连串的身份证号
码以及家庭住址。

“这些个人基本信息， 在很
多常见APP上都必须填写 。” 李
爽说， 更可气的是， 很多会员注
册信息的过程还变相收集家庭成
员信息。 她向记者举例， 在很多
账户密码找回功能上， 都会开通
“问题找回”， 而系统设置的问题
也很有意思， 比如， “爸爸的姓
名是什么？” “妈妈的生日是哪
天？” 等等。

“这些问题已经不仅仅涉及
会员本人了。” 李爽表示， “个
人信息进入大数据， 玩个手机游
戏也要注册身份信息才能使用。
这种获取消费者相关个人信息的
途径简直太方便了。”

记者了解到， 随着各种类型
的手机软件越来越丰富， 只要用
户使用， 就必须填写相关个人信
息 ， 有的APP甚至在推广过程
中， 以 “优惠券” “打折卡” 为
卖点， 吸引消费者注册， 从而获
取和收集到个人信息。

而对于消费者本人不再使用
的网站或手机软件， 该如何收回

相关个人信息或如何保护信息不
被泄漏。 “比如曾经很火的 ‘人
人网 ’ ‘开心网 ’ ‘网络校友
录 ’， 那是很多网友的社交圈 ，
不仅仅登录了很多个人信息， 甚
至个人关系网信息也可能变得十
分公开化。” 李爽担心， 因为久
不使用， 信息安全问题也逐渐被
人忽视， 她说， “一旦个人信息
被泄露， 就可能导致一个人的中
学同学或小学老师等社会关系网
受到牵连， 这是一整套的社会关
系。”

信息泄露无处寻源头
“哑巴亏”要吃到什么时候？

很多网友和消费者对于信息
安全的担忧都表示很无奈， 甚至
在遭受信息被泄露后， 都找不到
源头。

“我也不知道我的个人信息
是在什么时候被出卖的。 所以根
本就没办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 张艳华告诉记者， 她每天
都会接到三五个陌生电话， 接受
各种推销产品的轮番轰炸， 有的
甚至可以完整地叫出她的名字。

“接听这些电话， 耗费了我
很多精力， 我认为也侵犯到了我
的个人权益， 但也只能吃这种哑
巴亏。” 张艳华说， 有一次， 她
跟一个电话客服聊了很久， 一直
追问对方是如何获得她的电话号
码的， 可对方客服只强调是随机
拨打， 但张艳华不相信随机拨打
能清楚叫出自己的名字。

张艳华说， 她也常常反思，
是否自己存在信息保管意识不强
等问题， 但面对大数据时代庞大
的信息网， 靠个人增强意识是远
远不够的。

“在信息安全保护方面， 身
为消费者的我们是非常被动的，
因为不知情， 信息泄露让自己吃
了 ‘哑巴亏’。” 很多消费者跟张
艳华一样 ， 不知道这种 “哑巴
亏” 还要吃到什么时候。

当然 ，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
到， 很多企业正在联合发布 《个
人信息保护倡议书》， 对保护用
户个人信息、 保障用户合法权益
做出承诺， 提出联合抵制黑色产
业链， 倡导行业自律。 同时， 部
分企业也从技术层面 、 机制层
面， 不断完善和健全， 努力引导

各平台建立更加安全、 高效的用
户信息保护机制。

【声音】
委员建议：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民
个人信息法律体系

“在大数据时代， 随着信息
采集技术的飞速发展， 个人信息
安全得不到保护、 个人隐私荡然
无存的状况也愈加严峻了。” 全
国政协委员、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常务副院长冯俊调查发现， 现阶
段除了办理银行信用卡等金融业
务外， 办理手机通讯服务、 超市
及商场的会员卡服务 、 网上购
物 、 租赁或买卖房屋 、 医院就
诊、 游戏注册认证等， 都可能成
为信息泄露的渠道。 特别是随着
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像手机打车
软件、 订餐软件等热门应用。 在
给用户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增加
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冯俊指出， 如果对这些收集
数据的行为与数据的使用不加以
规范 ， 一旦与互联网传播相结
合， 会导致严重侵害个人隐私权
利的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子学
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晓兰近年
来持续关注互联网信息安全， 她
表示， 公民的信息随意在网上被
泄露、 购买、 被侵犯、 人肉搜索
等行为， 都应受到法律制裁。 保
护每个公民的数据、 财产等不受
侵害， 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立国
之本。

在徐晓兰看来， 对个人数据
的使用只有纳入到法律层面， 方
可不涉及个人隐私侵犯的问题。
徐晓兰建议， 国家应加快相关立
法进程。 在法律范围内， 个人信
息安全才能更有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也提
出， 在当今信息时代， 比过去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个人信息流动，
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障
个人信息安全。 当前， 必须加快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民个人信息
法律体系和监管制度， 制定 《公
民个人信息保护法》， 筑牢信息
安全的法治基石。

杨维刚表示， 随着我国信息
化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与电子政
务等互联网上办理各种业务巨
增 ， 提交个人信息频率越来越
高、 数量越来越多， 形成了个人
信息的大数据。 加快公民个人信
息应用与保护立法， 一方面有利
于更好保护公民个人权利， 促进
信息交流和共享； 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行业组
织的自律和工作推进， 对于建立
健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建
设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有着现实
意义。

至于具体做法 ， 杨维刚提
出， 要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的基本
权利与促进信息自由流动， 必须
形成较为完备的法治保障体系。
他建议， 进一步规范个人信息采
集及内容， 出台个人信息采集的
规定与指导目录， 明确个人信息
采集的内容， 特别是规范网络服
务提供者收集个人信息。 强化个
人信息保护， 针对个人信息应用
与保护过程中出现失职、 违规或
违法行为， 同时追究个人信息采
集主体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

此外， 针对不同程度的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 制定
相应的处罚措施和追责条款， 为
追究失职与违法者的责任提供法
律依据。

前不久， 有这样一个段子在网络上流传： 一个快餐
店的客服人员接到顾客要求外卖的电话并告知会员卡号
后， 马上报出了该顾客的住址等信息； 顾客点完菜之
后， 客服又根据顾客本人的体检记录等， 说出哪些菜不
适合他。 当顾客询问能不能刷卡时， 客服提醒他信用卡
的透支情况。 顾客听完后当即晕倒……虽然是个段子，
但它直接反映出了 “大数据”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变化，
与此同时，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互联网信息安全的关注。

信息泄露
“哑巴亏”
要吃到何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