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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顽疾”不仅久治不愈，还搭上了人工智能“快车”

“一天3000通”的骚扰电话该治治了

骚扰电话问题由来已久，有
关部门开展过多次整治。前不
久，公安部门成功破获相关企业
利 用 95 号 码 开 展 网 络 诈 骗 案
件。7 月 22 日，工信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约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三家基础电信企业，要
求三家企业严控网络诈骗和骚扰
电话传播渠道，全面提升技术防
范能力，强化源头治理，有效遏制
呼叫中心的违规经营行为。

“人工智能电话销售系统的滥
用，暴露出科技的发展突破了监管
的约束。”上海君澜（无锡）律师事
务所律师何至诚表示，魔道相生相
克，这些年电话骚扰屡禁不止，与
其技术的不断升级密不可分。“这
已不是单单依靠法律制度所能解决
的问题。”

“骚扰电话最大也是最根本
的难点，在于其背后 的 庞 大 利
益 链 。 电 信 运 营 商 在 打 击 骚

扰电话方面的力度是远远不够
的。”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律师
赵占领表示，目前已经产生了
职业化、团伙化的电 话 骚 扰 团
队，除非其骚扰行为涉及非法
买卖或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明
显的犯罪行为，否则仅仅是拨
打 电 话 很 难 让 公 安 机 关 直 接
介入。“违法成本低、收益相对
较 高、行 业 风 险 小 ，骚 扰 电 话
因此屡禁不止。”

赵占领认为，治理骚扰电话的
关键环节在于电信运营商要发挥
真正的规制作用，打破利益链条，
采取强有力的技术手段和处理措
施来打击骚扰电话。其次，相关监
管部门需要加大监管处罚的力度，
特别是对于电信运营商的治理成
效加强监管，提高骚扰电话的违法
成本。

（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 记者
王默玲 何欣荣）

一天3000通
从不疲倦、永不离职的电话
机器人你受得了吗？ 不封号、去标记、找客户 | 骚扰电话“魔高一尺”？

面对顽疾 | 电信运营商要真正发挥规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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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防总将防汛Ⅱ级
应急响应调整至Ⅲ级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魏玉坤）记
者3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长江中游干流莲花
塘、洞庭湖城陵矶水位当日退至保证水位以下，至
此，长江、淮河、太湖主要控制站全部退至保证水
位以下，且仍在回落，主要防洪工程未发现重大险
情。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
家防总决定于30日16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调
整至Ⅲ级。

国家防总要求南方地区继续紧绷防汛安全这
根弦，降级不能减力，把巡查防守作为当前防汛救
灾重中之重的同时，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及时做好排涝、清淤、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灾区
生产生活秩序。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北方防
汛进入关键期，极端强降雨天气开始增多，可能出
现较重汛情。

直播带货7类行为
将被依法查处

据新华社北京7月 30日电 （记者赵文君）
直播带货7类行为将被依法查处。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
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为期一个月公开向社会征
求意见。

针对“刷单炒信”、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售后
服务保障不力、网络主播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售卖
假冒伪劣产品、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等直播带
货7类行为，征求意见稿明确了依法查处7类行
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办法，并要求厘清网
络平台经营者、商品经营者、网络主播等有关主体
的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提出，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包括严格规范商品或服务营销、严格规范广告
代言。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怀邦受贿案一审开庭
据新华社石家庄7月30日电 2020年 7月

30日，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怀邦
受贿一案。承德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胡怀邦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河北省承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2009年至
2019年，被告人胡怀邦利用担任交通银行党委书
记、董事长，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务
上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在获取及增
加银行授信额度、设立汽车金融公司、入股商业银行
以及职务晋升等事项上，为相关单位和个人提供帮
助，非法收受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8552.4008万元。

台湾当局前领导人
李登辉病亡

新华社台北7月30日电（记者吴济海 傅双
琪）据台北荣民总医院消息，台湾当局前领导人李
登辉30日在台北病亡，终年97岁。

在全球海拔最高民用机场

ARJ21飞机
完成专项试验试飞

据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记者贾远琨）
ARJ21飞机103架机30日在全球海拔最高民用
机场——稻城亚丁机场（海拔4411米）完成最大
起降高度扩展试验试飞返回上海，通过半个月的
试验试飞，充分验证了ARJ21飞机在高高原机场
环境下的起降能力。这标志着ARJ21飞机运行
范围可覆盖所有高高原机场，为未来开辟高原航
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原机场是指海拔高于1500米的机场，其中
1500至2438米范围内的为一般高原机场，2438
米及以上的为高高原机场。高原机场空气稀薄、
地形复杂、气象多变，对飞机性能和运行支持保障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是拥有高原机场最
多的国家，其中高高原机场就有19个，主要集中
在西部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
将逐步实现医联体网格化管理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的
《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自8月1日起施行。

根据该办法，设区的地市和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制定本区域医联体建设规划，根据地缘关系、人口分
布、群众就医需求、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等因素，将服务
区域划分为若干个网格，整合网格内医疗卫生资源，组
建由三级公立医院或者代表辖区医疗水平的医院牵
头，其他若干家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机
构等为成员的医联体。原则上每个网格由一个医疗集
团或者医共体负责，为网格内居民提供一体化、连续性
医疗卫生服务。

办法要求，医联体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切实维护
和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坚持医疗、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引导医联体内建立完善分工协作与利
益共享机制；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推进疾病预防、
治疗、管理相结合，逐步实现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

你的理财产品类型是“标”还是“非
标”？监管规则大不相同。8月3日起，由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制定的《标准化债权
类资产认定规则》施行，明确了标债资产和
非标资产的界限、认定标准及监管安排，这
将有利于资管行业、金融市场的规范发展
和风险防范。

《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是资管
新规的重要配套细则。根据认定规则，国
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企业债
券、同业存单等明确为标债资产，无需进行
认定。而新增的其他各类债权类资产，均
可按相关程序进行标债资产认定；若通过
认定，资管产品可投资该类标债资产以置
换存量的非标资产。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记者白阳）

理财产品
要认清标债资产类型

8 月 1 日起，国家再次提高部分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标准。

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的
通知，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
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
民兵民工）残疾抚恤金、“三属”（烈
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
人遗属）定期抚恤金，“三红”（在乡
退伍红军老战士、在乡西路军红军老
战士、红军失散人员）、带病回乡退伍
军人、参战参试退役军人、农村籍老
义务兵、烈士老年子女等生活补助，
按平均 10%的标准继续提高。其中，
对在乡老复员军人的生活补助标准
适当予以倾斜。

再次提高部分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

为统一规范机构改革后银行业和保
险业行政处罚程序，提升金融违法违规
成本，严肃整治金融市场乱象，《中国银
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自2020年 8月 1
日起施行。

办法整合优化了银行业、保险业行政
处罚程序，确立了程序合法、过罚相当等行
政处罚的基本原则，规定银保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设立行政处罚委员会，明确立案调
查部门、案件审理部门各自的职责。

办法注重推动加大处罚执法力度，如
优化管辖规定，便于及时就近执法；明确对
屡查屡犯、不配合监管执法、危害后果严重
等行为，依法从重予以处罚；强调人员责任
追究，规定在处罚银行保险机构时，要依法
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等。

银保监会新规
从重处罚金融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提
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带动作用 进一步促改革稳就
业强动能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明确，要从六个方
面着力提升双创示范基地带动
作用。

8月，又有一批新规
居民看病将逐步实现医联体网格化服务、银保监会新规进一步提升金融违法违规成本、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抚恤补助标准再次提高……这个8月，又有一批新规开始施行，影响你我的生活。

“您好，我这边可以帮您取得国家承认
的正规专本科学历，请问您有需要吗？”

“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
“好的，我们这边也提供研究生学历报

考服务。”
“我说了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你没听

到吗？”
“您好，我是AI电话小助手……”
上海白领徐航表示，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接到智能机器人打来的骚扰电话：“装修、买房、
培训、健身、放贷……骚扰电话五花八门，机器
人不知疲倦，可苦了我们这些接电话的真人。”

记者在网上搜索“智能电销机器人”，蹦
出的产品广告铺天盖地：“一天可拨打
3000+，无需人工干预”“节约80%的人工成
本，提升140%的销售业绩”“支持24种方言
识别，私人定制”……

一位智能电销机器人销售人员向记者
介绍，传统电话销售成本高、离职率高、情
绪化严重的痛点，已经被人工智能“一一破
解”：“智能机器人永远情绪饱满不会波动，
效率很高永不疲倦，成本更低永不离职，而
且还能自动记录通话内容筛选意向客户。”

社交平台上，关于骚扰电话的吐槽几乎
每天都有。“一天接到三四个骚扰电话，都答
非所问的”“以前好歹对面是个真人，还能发
泄下不满，现在骚扰电话都用上机器人，有
气都不知往哪儿撒”……

一通骚扰电话，可能十几秒不
到就会挂断，看似问题不大，但在
智能机器人一天上千通的助推下，
骚扰之风愈演愈烈，全社会的信息
安全、生活秩序都受到影响，一些
涉嫌诈骗的骚扰电话还埋下不少
隐患。

——超量拨号易被封？“一天上
千通，永不封号”

一位“AI尊享云智能电话机器
人”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一套智能
电销系统的费用是一年1313元，智
能语音的话术设置每套300元。“真

人给机器人配音，机主接到后很难
分辨出是机器人，系统一天能外呼
1000多个电话，每一次呼出的号码
都是随机的，且能保证线路不被封
号。”

——被标记“骚扰”难接通？“只
需4.99元解决你的烦恼”

当记者向智能电销系统销售
人员问询“号码被机主标记成‘骚
扰电话’，接通率下降怎么办”时，
销售人员表示，淘宝上有很多商家
提供“清除标记”服务。记者搜索
发现，这些商家的“号码取消标

记”服务，号称“针对骚扰、诈骗、
推销、广告等标记，能够全平台覆
盖无残留取消，只需 4.99 元解决
你的烦恼”。

一位店家告诉记者，很多国产
手机品牌自带的标记屏蔽功能“都
有操作空间”，只要购买他的服务，
就算被这些机主标注过“骚扰电话”
也没关系。“一次性清除标记，不成
功不收费”。

——撒网式骚扰效率低？“大数
据采集，你要什么我采什么”

不少网友也表示，不仅骚扰电

话越来越多，似乎针对性也越来越
强。记者在闲鱼平台上搜索“采
集”二字发现，不少卖家表示通过

“全国地图大数据采集系统”，能
够“实时采集各大城市、各大行业
的数据”。

在与卖家的交流中，记者得知
该系统“不仅可以采集B端信息，普
通的C端信息也能采集”。当记者
表示希望获取上海市徐汇区有小学
辅导需求的家长信息时，卖家表示

“没问题，你需要什么我采集什么，
1000个信息1000元”。

生活观察

智能音箱、智能翻译、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大热
的当下，智能语音技术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但当这项
技术也成为电话销售行业高效率、低成本的“法宝”，标
榜“一天能打3000通、机器对话省人工”时，消费者更加
防不胜防。

骚扰电话这一困扰全社会的行业顽疾，不仅久治不
愈，还搭上了人工智能“快车”，衍生出不少黑灰产业
链。“升级”的骚扰电话乱局，确实该治治了！

落实创业企业纾
困政策，强化双创复工
达产服务，增强协同创
新发展合力，鼓励双创
示范基地积极应对疫情
影响，巩固壮大创新创
业内生活力。

实施社会服务创业带动就
业示范行动，增强创业带动就业
能力，加强返乡入乡创业政策保
障，提升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发挥大企业创业就业带动作用，
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多元主体带动
作用，打造创业就业重要载体。

构建大中小企
业融通创新生态，构
筑产学研融通创新
创业体系，加强不同
类型双创示范基地
协同联动，树立融通
创新引领标杆。

深化金融服
务创新创业示
范，完善创新创
业创投生态链，
加强创新创业金
融支持，着力破
解融资难题。

做强开放创业
孵化载体，搭建多
双边创业合作平
台，鼓励双创示范
基地深化对外开放
合作，构筑全球化
创业重要节点。

探索完善包容创
新监管机制，深化双创
体制改革创新试点，创
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
制，支持双创示范基地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点，激
发创新创业创造动力。

1 2 3 4 5 6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从六个方面着力提升双创示范基地带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