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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上售卖非法改号软件
愈加隐蔽的问题，业内人士认为，
有关部门应严查网络发布、售卖非
法改号软件的行为，一经发现应及
时删除；搜索引擎服务企业、论
坛、应用软件服务企业，应建立起
相应的审核和屏蔽机制，发现一
个清除一个，防止非法改号软件
通过网络传播。

改号软件是如何实现任意改号
的？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
改号软件实质是一种非法经营的
VOIP（网络电话）软件，这些软件通
过修改IP数据包的主叫信息实现主
叫号码的篡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改号电
话进入电话网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
种是通过VOIP媒体网关利用语音
专线接入运营商交换机，将改号 IP
电话送入电话网；另一种是从境外运
营商的网络通过国际出入口局进入
境内电话网。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
年，由于国内的高压严打，违法分子
纷纷转移到国外，近期发现的改号电
话几乎全部来自境外。改号电话在
境外落地，送入我国际出入口局时，
与正常的电话没有任何区别，识别打
击难度大。

针对境外改号电话，工信部表
示，今年上半年，工信部已建立虚假

“＋86”境外改号电话拦截系统以及
高风险号码比对库，对境外改号电话
进行拦截。另外，还将进一步优化完
善境外改号电话防范拦截系统，完善
境外来源电话提醒技术体系，加强对
仿冒公检法等高风险号码的重点监
测和拦截。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华
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管斌说，
改号诈骗类案件具有远程、非接触、
多环节联动等特点，仅靠公安打击
难度极大；预防是关键，电信运营
商、网络运营商及相关监管部门应
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普通民众，又如何能识别
改号诈骗？无锡市公安局给出了
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回拨。如
果对方是通过改号软件拨打的电
话，按显示的号码拨过去，对方是
无法接听的。“00”或“＋”开头的电
话，一律来自境外，接听时尤其要
多加提防。

（新华社南京9月27日电 记者
朱国亮 梁建强 高亢）

针对非法改号软件及改号
诈骗问题，2016年底，工信部曾
开展清理整治行动，要求坚决阻
断改号软件网上发布、搜索、传
播、销售的渠道，让非法改号软
件“发不出、看不见、搜不到、下
载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经过整治，改
号软件的销售有所遏制，但在一
些软件下载中心、论坛还是能发
现踪影，只是交易更加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改号软
件的交易者使用起了“暗语”，比
如，把“1”写成“逸”，“3”写成

“散”，以这种方式留下交易信息

和联系号码；有的通过网络论坛
发帖，隔一段时间又删除，避免被
警方追踪；还有的在即时通讯平
台发送动态消息，一旦有意愿者
联系时，又改用另一号码一对一
交流，以逃避监管。

记者日前通过网络搜索，
在QQ 上联系到多位改号软件
卖家。这些卖家在提出报价的
同时，还表示可以支付少许费
用进行测试。记者通过微信扫
码，支付 8 元钱后，一 QQ 名为

“A呼正义使者”的卖家为记者
进行了测试。

记者向这位卖家发送了两个

手机号，其中一个是本人接听手
机号，一个是随意编造的手机
号。不一会儿，对方就打来电话，
来电显示果真是记者编造的手机
号，不过号码前面多了一个

“＋”。卖家告诉记者，也可显示
任意座机电话。

记者又找到另一卖家进行测
试，这一次收费50元。支付费用
后，卖家发来一段演示视频。视
频显示，呼通后，手机会收到显示
为不同号码的来电，号码归属地
也各不相同，江苏盐城、浙江杭
州、河北张家口、福建三明、黑龙
江伊春等不同地区的都有。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最新
公布的一份专题报告显示，2017
年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诈骗的案件
增幅显著，其中通过“改号软件”
进行诈骗的案件增幅超过2倍。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
日前审理了一起典型改号诈骗案
件。诈骗嫌疑人以“武汉市公安
局陈警官”的名义打电话给受害
人，谎称其身份证被毒贩冒用洗
钱，要求被害人将银行账户资金
转到武汉市公安局指定账户，待
核实后返还。

为了骗取对方信任，诈骗嫌疑

人还提出十堰市本地“王涛警官”
可为担保。其后，“王涛警官”果真
通过十堰当地“110”打来电话。

受害人丛某因为相信了手机
显示的号码而上当，将13万元存
款转入了所谓的“安全账户”，却
不知手机上显示的“110”号码是
通过改号软件实现的。

据湖北省公安厅统计，今年
上半年，湖北全省共破获电信诈
骗案件 2286 起。“这其中，许多
诈骗案是采用改号形式实施
的。”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相
关负责人说。

江苏省无锡市公安局反诈中
心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无锡市发生通讯网络类诈骗2242
起，其中涉及使用改号软件的共
计362起，占比16.1％。

无锡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五大
队大队长田永良说：“改号诈骗不
仅给受害人带来财产损失，还会
影响政府公信力。”

据多地公安介绍，改号诈骗
类型主要有冒充公检法机构实施
诈骗，冒充银行或淘宝、京东购物
平台等部门客服实施诈骗，让人
防不胜防。

来电显示是亲朋好友、银行、购物平台、公检法机构的电话，实际上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改号”诈骗
令人防不胜防。

虽然主管部门多次开展清理整治，但网上依然有改号软件出售。每一个电话都有固定的号码，“改
号”诈骗到底是如何坑人的？近日，“新华视点”记者深入多地进行暗访调查。

冒充亲友、银行、公检法的电话

“改号”诈骗是如何 你的？
针对近期网约车出现的一系列重

大安全事件，由交通运输部组成的网
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工作检查组，进
驻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和顺风车平台公
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专
项检查发现了哪些问题和隐患？下一
步将如何处理？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
人吴春耕27日做了回应。

平台凸显九大问题隐患

吴春耕表示，检查组近日经梳理
归纳，发现滴滴出行等网约车、顺风车
平台公司在运营安全管理、产品合规
性、应急管理、非法营运、信息安全保
护、公共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九大问
题和安全隐患。

吴春耕介绍，这九方面的问题和
安全隐患主要表现为：公共安全隐患
问题巨大；顺风车产品安全隐患问题
巨大；应急管理基础薄弱、效能低下；
非法营运问题突出；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落实不到位；企业平台诚信严重缺
失；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突出；社会稳定
风险突出；涉嫌行业垄断。

平台公司必须立行立改

“后续检查及处理结果将适时向
社会公布。同时也提醒各网约车、顺
风车平台公司，对于检查发现和存在
的问题要不等不靠、立行立改，主动作
为，提前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加快推进
规范化发展，加快提高服务水平。”吴
春耕说。

吴春耕表示，网约车作为交通运输
新业态发展两年来，给广大人民群众的
出行带来了新体验，提供了新选择，也
带来了便利，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取得的
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但网约车在发展
的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前段时
间关于网约车的两个重大安全事件，也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

多种措施“补位”

随着专项检查开展，一些网约车
平台暂停顺风车业务，有群众担心打
车难、黑车等问题会卷土重来。

吴春耕说，为保障乘客便捷出行，
交通运输部已指导各地相关企业积极
采取多种措施来“补位”，共同解决“打
车难”的问题。一是鼓励传统出租车
企业和网约车平台公司增加运力保
障，确保夜间时段运力供应，特别是机
场、火车站、汽车客运站、商圈等人流
密集地区的运能供应，满足人民群众
用车需求。二是督促出租汽车企业做
好驾驶员管理，自觉提升服务品质，增
强安全意识，严厉打击拒载、绕路、挑
客、乱收费行为。三是指导城市公共
交通企业提高发车频率，延长运营时
间，合理开通夜班车，保障人民群众出
行需求。四是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
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
赵文君）

网约车平台存在
九大问题隐患
多种措施“补位”
共同解决“打车难”

9月27日，中铁二局的施工人员使用大型机
械在郑（州）济（南）高速铁路（郑濮段）站前工程VI
标施工现场架设40米简支箱梁（无人机拍摄）。

当日，我国高速铁路40米简支箱梁在郑（州）
济（南）高速铁路（郑濮段）首架成功。郑济高速铁
路40米简支箱梁为国内首次工程化应用。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我国高速铁路40米简支箱梁首架成功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
美国领导人声称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27日表示，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无
理指责和污蔑。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
领导人26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称，中国一直
试图干预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因为中方不
满美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已经第
一时间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此作出了回应，阐明了中
方立场。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这是中国
的外交传统，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公论。世界上最惯
于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是谁，国际社会也很清楚。

另有记者问：美国领导人称，《中国日报》在
《得梅因纪事报》及其他报纸上刊登看起来像新闻
的宣传广告，因为他们想影响美国农民。中方对
此有何回应？

耿爽说，根据美国法律，外国媒体可以同美国
媒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中国日报》在《得梅因纪
事报》付费版面上刊登报道，就属于这一范畴。许多
外国媒体都这么做。把这种正常合作说成是中国政
府试图干预美国选举，纯属牵强附会、子虚乌有。

外交部发言人：

奉劝美方停止对中国的
无理指责和污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梅世雄）在
27日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9月26
日，美国国防部称本周美国轰炸机再次飞越南海
上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回答说，这次中美
两军关系受到冲击，责任完全在美方。我们要求
美方本着理性和成熟的态度为两军交流合作营造
有利条件。对于美军机在南海的挑衅行为，我们坚
决反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予以有力处置。

国防部：

坚决反对美军机南海挑衅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梅世雄）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27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
会上，就南海问题等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近期，英国在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
动，中方对美盟友在南海开展类似行动是否表示
担忧？如果类似行动继续发生，中方将如何应
对？中国对美盟友开展这类行动有何应对措施？

任国强说，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趋稳向好，充分说明域内
国家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妥善处理好南海问
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英、法等一些域外国
家对南海和平稳定的形势视而不见，执意炒作“航
行自由”这个伪命题，无事生非，跑到南海来，妄图
从中渔利，对此中国军队坚决反对。

任国强说，中国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但坚决反对有的人
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行违法挑衅之实。必须指
出，南海不是个别国家“刷存在感”的地方。中国军
队将坚定履行防卫职责，加大海空巡逻警戒力度，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就南海问题等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记者于佳欣）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在27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美国霸凌主义、极限施压的做法不会把中国吓倒，
也不会把中国经济拖垮。相反，我们会把挑战转化
为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高峰说，近期，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
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措施正式落地，并宣布
加征关税税率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提高到
25%。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信心和能
力，中方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决心不会改变，坚定
扩大对外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止。

商务部：

美极限施压不会把中国经济拖垮

冒充银行、电信甚至“110”，“改号”诈骗防不胜防

改号软件在网上售卖，来电显示可设置任意号码

新华社北京 9 月 27 日电 （记
者陈炜伟）国家统计局27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1至 8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2%，增速比 1 至 7 月份减缓 0.9
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利润同比增
长9.2%。

1至8月份，在41个工业大类行
业中，34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7
个行业减少。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
采业增长4.4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80.6%，有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下降13.8%，汽车制造
业下降2.1%。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经济效益处
处长何平分析，工业利润增速有所
减缓，结构趋于改善。一方面，工
业企业盈利能力增强。1 至 8 月
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利润率为 6.43%，同比提高 0.35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

效继续显现。一是成本持续下降。1
至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
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和费用合计
为92.62元，同比下降0.37元。二是
杠杆率继续降低。8月末，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6%，同比
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控股
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9.3%，同比降低
1.4个百分点。

此外，消费品、高技术制造业利润
增长加快。1至8月份，规模以上消费
品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增速比1
至7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高技术制
造业增长6.4%，加快1.2个百分点；采
矿业增长53.2%，增速回落0.2个百分
点；原材料制造业增长36.4%，回落4.3
个百分点。

“从8月份当月情况看，主要受企
业收入增速和价格涨幅双回落的影
响，工业利润增速比 7月份有所减
缓。此外，与上年利润基数偏高也有
一定关系。”何平说。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前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企利润同比增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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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通过境外运营商改号
彻底整治仍需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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