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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6日电 （记者高
亢 张辛欣）尽管电话实名制已经实施
一年多之久，但仍有不少手机用户处于

“黑户”状态。记者6日获得的信息显
示，目前我国手机“黑卡”超过1.3亿张。

据中国移动综合部副总经理葛颀
说，截至目前，中国移动仍有近16％的

用户没有办理身份实名认证，总量接近
1.3亿户。而据记者了解，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也有少量用户未实名。这意味着
我国手机“黑卡”数量超过1.3亿张。

电话“黑卡”是指未进行实名登记的
移动电话卡（含无线上网卡）。不法分子
往往利用“黑卡”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实

施通讯信息诈骗、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
违法犯罪活动，危害极大。

实际上，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
记，已于2013年9月1日起全面实施。
但时至今日，“黑卡”市场依然火爆。不
法分子利用电话“黑卡”进行违法犯罪活
动，成本低，追查困难，严重侵害群众合

法权益。
根据公安机关破获的案件统计，不

实名的手机卡、上网卡已成为违法犯罪
分子的“常规”装备。近期公安网安部门
参与破获的58起犯罪案件中，有51起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使用了不实名的手机
卡、上网卡。其中电信诈骗犯罪案件23

起，其他犯罪案件依次为绑架、敲诈勒
索、网络贩枪、贩毒、网络盗窃等。

为此，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
正在全国范围联合开展为期一年的电话

“黑卡”治理专项行动，从严处理与电话
“黑卡”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利
用电话“黑卡”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玩命干活的“骆驼祥子”频频撂挑
子，使社会再一次聚焦为“的哥”减负松
绑的问题。去年以来“滴滴”“快的”的
诞生，折射出租车市场严重供不应求的
现状，“专车”服务给不少终端用户带来
了崭新体验，而试水不久却陷入“黑车”
风波。如何将“专车”管理纳入专业范
畴已成为当务之急。

上海、南京、沈阳等多地交通部门

声明，只要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没
有客运经营资质，都属非法营运行为，
一旦查获将按“黑车”查处，更多地方则
对其持模糊态度。

针对呼声极高的“份子钱”顽疾，全

国多地纷纷试水动刀。武汉拟实行出租
车经营权无偿使用，1.5万台出租车每年

“份子钱”有望减负1亿元；广州试点推
行“的哥聘任制”，让“的哥”与企业签订
劳动合同、拿稳定工资，每月实际上交费

用可比承包制少300元到400元。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

举认为，减少“份子钱”可促进利益在出
租车司机和市场间重新分配，激发司机
的积极性，减少拒载和高峰停运行为。
建议政府放宽对车辆数量和价格的管
制，允许个体进入充分竞争，同时监督出
租车经营企业财务管理透明化，做出合
理定价。 （据新华社沈阳1月6日电）

打破垄断经营

为“骆驼祥子”松绑

连续几天，记者在沈阳走访出租车司
机、市民以及备受争议的“滴滴专车”方，听
他们吐槽种种“不满意”，讲述各自新期待。

出租车司机 我们蛮拼的，
但黑车没禁绝，专车又来了

记者在沈阳街头随机打了一辆出租
车。当被问到最近收入如何时，的哥贾
师傅立刻打开话匣子：“现在出租车没法
开。我早上4点出门，中午随便糊弄一
口饭，再到下午4点交车，一天下来除去
饭钱有时连100元都赚不到。”

出租车司机宁师傅则认为，沈阳出租
车管理没章法，“现在黑车、改装车太多，
你到地铁口看看，黑车明目张胆地排成大
队没人管。最近又出了个专车服务，和我
们抢饭吃。真的应该好好整顿整顿了。”

乘 客 打车难、拼客多，
出租车咋就管不好

的哥师傅叫苦连天，市民也是满腹
牢骚。最近沈阳市民微信朋友圈里流传
甚广的一条消息，就对沈阳市出租车司
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风雨交加、大
雪纷飞时被漫天要价；着急赶飞机、赶火
车、去往闹市区被拒载……

许多市民反映，沈阳的“两站一场”
打车最难、最乱。记者来到沈阳北站北
广场，告知出租车司机要按计价器收费
时，司机纷纷表示不愿意走。

体验专车 价格有点贵，
应该管但别管死

记者也体验乘坐了“滴滴专车”。进
入手机专车界面以后，记者确认发送了叫
车信息。不到20秒钟就有司机抢了订单。

约10分钟后，记者见到了一辆黑色牧
马人车停在了路边，并为记者打开车门。
以记者乘坐的这部车为例，起步价为13
元，每公里加2.9元，比出租车确实贵不少。

对于专车服务的不完善以及被一些
地方管理部门定性为“黑车”，“滴滴打
车”媒介经理张真瑜希望可以通过加强
管理来规范，但不要一管就死。

（据新华社沈阳1月6日电）

三方吐槽“不满意”

出租车
遭遇“两头怨”

我国手机“黑卡”超1.3亿张

金融街豪华酒店总统套房，某老总盯着桌上三部手机，其中一部仅用于单线联络“神秘”人物。
一旦交易达成，这部仅发过几次短信接听过几次电话的手机和“黑卡”，马上被物理消灭化为无形，老
总与这位“神秘”人物之间的此段交往也随之灰飞烟灭，无从查证。

这是小说里的情节，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少见。不法分子利用“黑卡”实施犯罪，危害蔓延惊人。

2014年的一天，安徽孔大叔接到自
称其儿子美国留学同学的电话，一番花
言巧语之后孔大叔被骗汇款15万元。后
经公安机关长期艰苦侦查，抓获一个利
用“黑卡”诈骗团伙。

这样的案例举不胜举，看似普通的
小小“黑卡”，在不法分子手中就变成了

“致富利器”，直戳用户软肋。
数以亿计未经身份登记的“黑卡”在

社会上流通，其使用者好似披了一件哈利

波特的“透明衣”，逍遥在法律监管之外。
“不法分子和非法机构利用‘黑卡’

没有使用者身份登记特点，进行非法交
易、诈骗、广告、色情传播或恐怖活动等
非法勾当。”联友电讯首席分析师曾韬
告诉记者，“黑卡”在刑事案件追踪罪犯
方面给政府监管带来空前困难和麻烦，
严重威胁社会公共秩序和安全。

记者采访发现，逃避监管、从事非
法活动是“黑卡”使用者的共同特点，而
由于“黑卡”的屡禁不绝，其所形成的各
类危害仍在蔓延：

2014年 3月，安徽宿州“3·11”网
络贩卖枪支案中，涉案团伙利用1200
多个非实名电话联系方式，以快递的形

式向社会兜售大杀伤力气枪。
在证券市场，暗箱操作频现、操

纵横行，“黑卡”服务着股票市场灰色
地带里的一举一动，很多被查出“老
鼠仓”的基金经理，手中都有很多部
手机和非实名电话卡，操作着不同
的股票帐号，进行着股市里的罪恶

勾当。
不仅如此，“黑卡”还经常被极端分

子利用，在新疆等地区传播反动恐怖信
息；被刑事犯罪分子当做非法联络的捷
径；被不良广告商作为大赚黑心钱的扰
民手段。

“黑卡”不仅掩护了不法分子，也成
为腐败分子作恶的有力助手。业已查
证的案件显示，一些官员使用多个号
码，专门从事权钱交易。

既然有如此种种危害，人们不禁要
问，“黑卡”从何而来？又为何在“实名
制”实施一年多后仍然得以存在？走走
市场就能窥见端倪，“黑卡”泛滥的背后
少不了运营商的默许。

记者近日在北京马甸邮币卡市场走
访发现，三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的电话卡一
应俱全，20元、50元话费号码卡都以双倍
价格出售，月租费5元的电话卡甚至卖到

了200元。而这些卡大多来自运营商。
尽管每张卡上都明确标明必须经

过身份登记后方可使用，但店家承诺用
户自己不必进行身份确认，有些必须要
输入身份信息的由店家协助，用户自己
的身份并不会暴露。

“实名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黑卡’如此泛滥根源还在基础电信运
营商。”通信专家项立刚一针见血。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运营商为打
击“黑卡”采取了专门的管理办法和相
关措施，但基于传统业绩考核制度，基
层运营商往往阳奉阴违，向社会发放部
分非实名电话号码卡或延缓老用户实
名制的过程，以提高业务量和收入。

“国家主导推动治理‘黑卡’专项行
动，推广实名制，此举利国利民，但是这
与运营商总部给地方分公司制定的业
绩考核之间有冲突，三大运营商必须做
出调整，杜绝‘黑卡’。”项立刚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黑卡”危害蔓延

谁在使用“黑卡”？

屡禁不绝谁之责？

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等三
部门将于今年联合开展打击电话“黑卡”
专项行动，这让长期以来饱受“黑卡”折
磨的公众看到了希望。“黑卡”数量大、范
围广、来源多、监管难，如果只靠相关部
门“用心”，而运营商却阳奉阴违，则恐怕
难以彻底消除“黑卡”背后的违法犯罪行
为。

许多人都有被无名无姓、无来源的
陌生电话骚扰的经历，收到色情信息、骚
扰广告、诈骗短信，甚至还有部分人因此
被不法分子骗取财物。然而，早在2013
年9月1日，我国就已经全面实施电话用
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为何时至今日“黑
卡”依然流通在市场上，成为不法分子犯
罪的工具？其中固然有规定出台之前未

曾实名登记的电话用户“存量”的原因，
但是，作为雄踞中国企业 500 强前列的
三大运营商，其放任纵容，针对打击“黑
卡”阳奉阴违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黑
卡”泛滥至今他们的办法不多，公众担心
的是他们非不能为，实不为也。

由此或许也就可以解释一个问题，
为何我国三令五申贯彻电话卡实名登记
制度，还有如此规模的“黑卡”流通于
市？不法分子有需求固然是一方面原
因，但谁为他们提供的“货源”？现在情
况已经很清楚了：根源还在运营商。一
方面喊着打击“黑卡”，一方面却公开地
卖着“黑卡”，这个冷峻的笑话却真实地
表明了专项行动面临的严峻考验。
记者 白靖利（新华社昆明1月6日电）

清“黑”运营商不能阳奉阴违

多地出租车停运事件透视

“祥子”为何集体不拉活？

罪恶借“黑卡”遁形

“一元附加费别取消”“黑
车抢生意”“份子钱太高”……4
日，沈阳市约70台出租车聚集，
反映取消燃油附加费、“黑车”
泛滥、“专车”抢占市场等影响
收入问题。

近日，全国接连发生多起
出租车停运事件。“祥子”为何
频频“不拉活”？记者调查发
现，“专车”“黑车”不过是导火
索，常年居高不下的“份子钱”
和行业垄断问题，才是亟待动
刀的行业痼疾。

4日上午9时许，沈阳数十台出租
车在浑南新区奥体中心附近停靠聚
集。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全国发生
多起出租车“不拉活”事件。

5月，内蒙古包头固阳县近百辆出
租车停运，希望降低承包费用；11月，广
东清远近百辆出租车呼吁重视月租过
高和黑车现象……

纵览“的哥”反映的问题，大多与燃油

费调整、调价方案和黑车、“专车”有关。
沈阳一位出租车司机表示，生存压力太
大，“专车”、“黑车”又不断增多，影响正规
出租车司机群体收入，有关部门对其管理
不力，“本来就赚得少，现在更没法活。”

黑车猖獗已是出租车运营市场的
老问题。据了解，“专车”大多是20万
元以上的中高档汽车，车内配有免费充
电器、饮品等，司机提供全套商务礼仪
服务，受到很多乘客欢迎。

“我们这些‘体制内’的‘的哥’，也
想像‘专车’司机那样提供人性化服务，
但现实却压得我们根本没那个心思。”
出租车司机李师傅告诉记者，自己花21
万元从公司买了辆中华车，每月交了
2000 元“份子钱”后，到手勉强 3000
元。每年还要支付各种保险、使用费、
维修检查费。“这样算下来，辛辛苦苦跑
6年想回本都难。”

“黑车”抢生意，“专车”占资源

别说赚钱，想回本都难

“早上一睁眼，就欠公司 100 多
块。”远高于物价涨幅水平的“份子钱”，
与缓慢提增的起步价和小步下降的燃
油费形成明显对比。记者采访发现，多
名司机表示每月一半以上收入都贡献
给了“份子钱”，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
个小时，长期处于高度疲劳状态，“开8
小时车自己一分钱也留不下。”

与份子钱一同飚涨的，还有出租车

牌照价格。上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温
州出租车运营证实施投标拍卖，价格从
20万元到126万元一路走高；山东价值
四五万元的出租车，经营权的转让费已
达最高50万元。这些高昂的车标费，都

被转移到了无议价能力的“的哥”身上。
据了解，北京每名出租车司机每月

需向公司上缴约4000元“份子钱”，此
外还要承担油钱及修车费用。2011年
之前，北京市出租车司机收入高于社会

平均工资10％左右，而今收入已低于社
会平均工资的10％。

重压之下，大量出租车司机长时间高
强度、超负荷劳动，胃下垂、糖尿病、颈椎
腰椎劳损、风湿关节炎也成常见职业病。
一位出租车公司管理者坦言，与“骆驼祥
子”般的司机相比，出租车公司几乎没有
任何市场风险，油费、维修、保养等负担都
扔给司机，“只管坐着收‘份子钱’就行”。

根子还在“份子钱”：

开8小时车留不下一分钱

新华社广州1月6日电 据广东省纪委6日
通报，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潘胜燊因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广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潘胜燊被调查

新华社南宁1月6日电 记者6日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获悉，广西柳州市人民
防空办公室主任成东桥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
接受组织调查。

柳州市人防办主任

成东桥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合肥1月6日专电（记者徐海涛）记
者从安徽省检察院获悉，淮南市原市委书记方西
屏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日前被检察机关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现年57岁的方西屏，曾担任安徽定远县团委
书记，省土地局计财处处长，舒城县县长、县委书
记，六安市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池州市市长等职
务。2011年，方西屏调任安徽省商务厅厅长，
2013年初调任淮南市委书记。

2014年8月，方西屏因严重违纪问题被安徽
省纪委立案调查。日前，经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指
定管辖，马鞍山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以涉嫌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目
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安徽淮南原市委书记

方西屏被立案侦查

1月6日，江苏连云港市民“全副武装”出行，
抵御严寒。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受冷空
气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风降温或雨雪天
气，寒意逼人。 新华社发

“小寒”寒意浓

新华社沈阳1月6日电 记者6日从辽宁省
抚顺市有关部门获悉，两名宣传系统干部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抚顺市纪委通报，抚顺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卢广丰，抚顺日报社副社长、副总编辑丛滋
忱，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从抚顺市了解到，卢广丰此前曾担任
过抚顺日报社社长，2014 年末转任抚顺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丛滋忱在抚顺日报分管广告
经营工作。

辽宁抚顺市两名宣传
系统干部接受调查

新华社武汉1月6日电 湖北省纪委监察
厅6日通报，根据湖北省委巡视组巡视发现的
有关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湖北省纪委对咸
宁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程群林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目前，程群林正在接受
组织调查。

湖北咸宁市总工会主席

程群林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南昌1月6日专电（记者赖星）一犯
罪团伙倒卖150余个无真实人员存在的虚假户
籍，为他人买房、掩饰犯罪前科提供便利。1月6
日，记者从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获悉，因倒卖

“幽灵户口”，熊某等11名被告人被判刑。
“幽灵户口”指的是不法分子通过所谓“内部

人员”办理或伪造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人的虚假户
口。据办案人员介绍，熊某与张某通过网络认识
后，决定由熊某负责从朱某等人（均另案处理）处
购买户口迁移证，并加盖熊某伪造的河南省、四川
省等地派出所户口专用章。张某通过在网上发布
购买户口的信息介绍客户给熊某，熊某单独或伙
同张某将记载虚假户籍信息的证件进行销售。

据统计，2011年至2013年间，熊某等人将
110个无真实人员存在的虚假户籍信息落户在江
西，将41个无真实人员存在的虚假户籍信息落户
在河北，为他人买房、落户高考、掩饰犯罪前科等
提供便利。

一审法院以被告人熊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以买卖国家
机关证件罪，判处被告人张某、彭某、李某等10人
3年至6个月不等刑期。

团伙倒卖“幽灵户口”

11名被告人被判刑

警察在沈阳街头疏导出租车警察在沈阳街头疏导出租车（（11
月月44日摄日摄）。）。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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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名手机卡、上网卡已成为违法犯罪分子的“常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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