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23日 星期四

值班编委：李 丽 责任编辑：杜 晶 组版：谢渴望 视觉：谢渴望 校对：陈黎云 电话：（0510）81729625 Email：yxrbxmt@163.com
天下 7 版Yixing Daily

“95”号段缘何依然是
骚扰、诈骗电话“重灾区”？

狂轰滥炸的推销、漫天撒网的
电信网络诈骗……长期以来，部分

“95”开头的电话成为骚扰、诈骗电
话“重灾区”。

去年以来，工信部对相关乱象
进行了整治，关停了部分号码。但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95”号段
号码目前仍然被大量用于骚扰、诈
骗电话，部分号码捆绑AI智能语
音，让人防不胜防。

“95”号段骚扰、诈骗电话依
然猖獗有的还捆绑智能语音

2019 年 5 月，针对“95”号段
骚扰电话举报增多、给通信用户
造成困扰的情况，工信部进行了专
门整治，联合北京市通信管理局约
谈了多家呼叫中心企业，并关停部
分号码。

时隔近一年，记者调查发现，
随着整治行动的开展，“95”号段骚
扰电话虽有所减少，但仍然很多，
让群众烦不胜烦。

4月16日，一名河南新浪微博
用户上传了自己近期的电话拦截
记录：一天接到16个骚扰电话，其
中15个为“95”开头的电话。

记者搜索发现，在互联网上，
对“95”开头的骚扰电话的吐槽不
胜枚举。在福建福州、泉州、厦门
等地，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
他们均表示每天会接到两个以上

“95”开头的诈骗或营销电话。
“狂轰滥炸，每天平均接到七八

个这样的电话。这些电话以‘95’开
头，很多只是末尾一两位数不同，
屏蔽一个又来一个，把单个号码拉
入黑名单根本阻止不了骚扰，且无
法回拨，不胜其烦。”福州一位市民
告诉记者。

除了营销骚扰电话外，当前高
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95”号
段号码也被大量使用。今年2月，
福建漳州市民陈某接到一个“95”

开头的8位电话号码，对方自称提
供网络贷款。急于办理贷款的陈
某被对方以缴纳手续费、刷流水等
为由，骗走1万余元。

“追溯此类号码实际使用者困
难重重，实名制形同虚设。”福建多
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

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公安机
关了解到，在一些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中，犯罪分子将“95”号段号码与
语音机器人捆绑，一天可拨出上千
个电话，漫天撒网后找出重点对
象，再用人工客服精准诈骗。

“例如语音机器人会问对方有
没有贷款需求，如果有，这部分群
体将被筛选出来，进入诈骗下一环
节。”漳州市反诈骗中心研判组专
家范桦林说。

“捆绑语音机器人，可以24小
时不停地拨打电话推销业务。”在
互联网上，智能语音机器人业务公
开售卖。多名业务员介绍，提供

“95”号段号码和语音机器人捆绑
使用“套餐”。一名业务员表示，机
器人费用为一分钟2.5分钱，只需
提供话术，即可做到对答如流。

“95”号段号码公开转卖出钱
就可以代办

“95”号段号码从何而来？据
《电信网编号计划（2017年版）》报
告显示，“95”号段号码规划用于跨
省/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客户服
务短号码、电信业务接入号码等，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规划、分配
和管理。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信息通信
管理处处长张国旗介绍说，“95”号
段号码一般用于呼叫中心和客服
热线，呼叫中心是专门帮企业做客
服中心的公司。企业实名申领

“95”号段资源成功后，需选择通信
运营商签订合同，由通信运营商对
号段使用情况进行管理。

严格审批、属地管理的“95”号
段号码为何成为骚扰、诈骗电话

“重灾区”？记者调查发现，企业使
用“95”号段号码需向工信部申请，
常常面临申请不通过、周期长、手
续复杂等情况，因此市面上出现一
些代办公司，专门从事“95”号段号
码的申请代办业务，其中不少还提
供转卖服务。

记者随机联系一名代办员，该
代办员称，目前由于骚扰、诈骗电
话等原因，直接申请呼叫中心资质
难度大，但他们可以帮忙对接一些
已经具有“95”号码和呼叫中心资
质的壳公司，花费约20万元，即可
购买这些壳公司开展业务；若一段
时间后不需要，也可通过代办公司
将其转卖。

当记者明确表示购买号码用
于灰产业务时，该业务员称，“购买
不需要提交材料，到时候配合变更
公司主体即可。买了之后，后期运
营业务就是您自己的事。”

“‘95’号段号码申请后有效期
为5年，一些企业刚申请完就不想做
了，就会委托我们进行转卖。”另一
公司业务员表示。记者发现，除了
依托专业代办公司外，有的企业还
在58同城等生活服务网站上公然
转卖带有“95”号段号码的壳公司。

记者从福建省通信管理局获
悉，一般情况下，企业申请下来的

“95”号段号码是5位或6位数；为
提升使用效率，企业可以申请拓展
号码到8位数，这样企业申请一个
号码后，实际可以使用的号码成百
上千拓展，不排除其中一部分号码
被转卖，有的被用于违法用途。

买卖属违规行为 打击、监管
不能缺位

工信部《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
办法》对“95”号段号码使用作出了
明确规定，如使用者不得转让或出

租、不得超范围或跨本地网使用
等；一旦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号段
资源将被收回。根据相关规定，目
前市面上转卖“95”号段号码的行
为均属违规行为。

记者从公安和通信管理部门
了解到，打击“95”号段号码买卖
及诈骗行为面临现实困难。一方
面，部分持有资质的公司将壳公
司转卖，并未变更主体，一般情况
下很难发现其存在买卖行为。另
一方面，不少诈骗团伙利用“95”
号段号码拨打电话“撒网”，待找
到目标群体后，诈骗团伙会转而
使用其他手机号实施精准诈骗，
造成取证困难。

业内人士认为，整治“95”号段
号码乱象，需加强公安机关、通信管
理部门及通信运营商之间的联动。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
处处长陈庸程表示，公安机关可
及时梳理并共享一些利用“95”号
段号码实施诈骗的典型案件，及
时将问题号码、可疑号码移交给
通信管理部门追查，进一步强化
联合惩戒。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代办公司
在百度等搜索平台上以付费推广
的形式宣传转卖服务。对此，福建
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处四级主
任科员崔艺竞认为，互联网搜索平
台应履行企业网络安全责任，加强
对付费推广内容的审核整治，避免
成为滋养电信网络诈骗灰色产业
链的温床。

崔艺竞表示，近两年，根据工
信部等13部门印发的《综合整治
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通信运
营商联合一些企业对号码来源进
行标记和共享，针对一些被用户频
繁标记为骚扰、诈骗的号码，在来
电时进行提醒，该做法值得进一步
推广。
（新华社记者 郑 良 吴剑锋 王 成）

万尾子二代中华鲟万尾子二代中华鲟
放归长江放归长江

4月22日，在湖北省宜
昌市的长江珍稀鱼类放流
点，一万尾子二代中华鲟放
归长江，对自然环境中的中
华鲟物种资源再做补充。

图为当日，工作人员将
中华鲟倒入放流池。

（新华社 郑家裕 摄）

白宫移民冻结令，抗疫还是“夹私货”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白宫

记者会上宣布，他计划于22日签署
一项持续60天的赴美移民冻结令，
但仅针对永久居民身份即“绿卡”的
寻求者。他说，此举是为了保护因
新冠疫情失业的美国人，他们不应
被外来劳动力取代。

移民冻结令一经宣布就引发极
大争议。美国一些社会团体和专家
学者认为，特朗普以防控疫情为由
推行移民冻结令有“夹带私货”之
嫌，非但无助于解决美国目前面临
的危机，还将助长排外情绪，或引发
政治风波和社会动荡。

【新闻事实】

特朗普20日在社交媒体上说，
出于新冠疫情蔓延以及保护本土就
业考虑，他将签署行政命令，暂时冻
结赴美移民。

在第二天举行的记者会上，特
朗普宣布，相关行政令正在起草中，
会有一些豁免情况，冻结令将持续
60天，之后将根据美国经济状况决
定是否需要延长有效期。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
布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
国东部时间21日19时（北京时间
22日7时），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
过82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4
万例。

【深度分析】

有专家认为特朗普此时拿移民
政策开刀，是想转移视线，分散人们
对抗疫不力的关注；另外也有借机
寻求获得更多保守派、反移民人士
支持，为今年选举“拉票”之嫌。

美国民权联盟在社交媒体上提
出质疑，并表示，美国正面临重大卫
生危机，排外情绪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达雷尔·韦斯特对记者说，疫情暴发以
来，特朗普一直面临应对不力的指责，
此举无异于把移民当作“替罪羊”。

已经基本锁定民主党总统候
选人提名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21
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此时拿移民
问题做文章是为了转移视线，通过
煽动性的言论来掩盖动作慢无济
于事。

此外，即使特朗普签署，冻结令
的实施也面临阻碍。美国联邦最高
法院出庭律师张军告诉记者，移民
法是美国法律重要组成部分，总统
没有权力把现行的移民法完全一笔
勾销。如果法官认为此行政令超出
总统权限，将会颁布临时限制令，暂
停政令推行。

【即时评论】

新冠疫情肆虐，不仅严重冲击

美国经济社会，也给美国人民带来
痛苦和灾难，令人痛心。然而，在美
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政府依然不忘选举政治，并
借机推行自己的政治议程，而美国
两党也依然纠结在选举攻讦，难以
真正为民生福祉团结合作、一致应
对疫情。这些“夹带私货”的表现，
不仅对抗疫起不到作用，反而可能
激化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引发更
多社会矛盾和动荡。

【背景链接】

移民政策是特朗普施政宣传和
竞选连任的标志性议题之一。自
2017年1月上任以来，特朗普政府
持续收紧移民政策，出台了一系列
强硬的移民限制措施，包括针对部
分伊斯兰国家的入境禁令、对非法
移民“零容忍”政策、取消中美洲非
法移民申请难民身份、修建美墨边
境墙等，招致广泛争议。

疫情暴发以来，特朗普政府
以国家安全为由，接连发布针对
多国多地的旅行禁令，并实施针
对尼日利亚、缅甸等6国的移民签
证限制。

此外，据美国媒体报道，疫情暴
发后，入境及移民美国的渠道大幅
收缩。

（新华社记者 孙 丁 柳 丝）

国家税务总局：

受疫情影响
逾期缴税不影响企业信用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

者刘红霞 翟 翔）疫情之下，逾期
申报或者逾期缴税会不会影响企
业信用？22日，国家税务总局给
出明确答复——不会。

“为了有效应对疫情，缓解纳
税人的资金压力，税务总局已经
连续4次延长了纳税申报期限，
并且允许有困难的企业依法向税
务机关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和延期
缴纳税款。”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
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韩国荣
22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说，据统计，今年2月
以来，全国共为12.1万户纳税人
办理了延期申报，为5.1万户纳税
人办理了延期缴纳税款。

他表示，对于受疫情影响而
逾期申报或者逾期报送相关资料

的纳税人，可免予行政处罚，相关
记录也不纳入纳税信用评价。

韩国荣补充道，按照纳税信
用评价制度，今年1月之后纳税
人发生的逾期申报记录，要到
2021年才对其纳税信用级别产
生影响。“也就是说，2020年以来
发生的记录不影响2020年纳税
信用级别。”

他说，疫情结束后，税务机
关会主动提醒广大纳税人，对自
身纳税信用记录进行核实，有问
题的可以及时调整。如果纳税
人在2021年发布新的评价结果
前，没有及时核实调整，还可以
在明年年底前向税务机关提出
纳税信用复评申请，进而有效消
除因为疫情防控对自身纳税信
用的影响。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发布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

者王思北）记者22日从教育部
获悉，为提高广大中小学生阅读
能力和综合素质，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近日发布中
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
版）。指导目录所列书目分为人
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
类，包括300种图书。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负责人介绍，指导目录的
研制历时一年。根据青少年和儿
童不同时期的心智发展水平、认
知理解能力和阅读时间，分为小
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推荐图
书共300种。其中小学110种、
初中100种、高中90种。

据了解，指导目录所列书目
分为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
艺术四类，充分体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培养的目标。人文社科类注

重选择反映领袖人物、重要历史
人物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作品；文
学类既注重推选中国传统文学名
著和红色经典作品，又遴选了世
界文学名著和外国当代优秀作
品；自然科学类选择了反映古今
中外科学成就的经典著作，并注
重推荐当代中国作家的原创科普
作品；艺术类着重推荐非物质文
化遗产相关读物，帮助学生培育
和提高审美能力。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负责人表示，指导目录是
对现行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和统编
语文教材的拓展与延伸。所列图
书供学生自主选择阅读，各地各
校不作统一要求。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将进一步指
导学生、家长、学校和社会用好指
导目录，同时也将对指导目录进
行动态调整，不断完善更新。

两高一部明确
“偷井盖”可构成故意杀人罪

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
者陈 菲 罗 沙）针对近年来时有
发生的窨井“吃人、伤人”事件，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
安部日前联合下发意见，就办理
涉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作出系统
规定，依法惩治涉窨井盖犯罪。

这份关于办理涉窨井盖相关
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共有 12
条。根据意见，盗窃、破坏正在使
用中的社会机动车通行道路上的
窨井盖，足以使汽车、电车发生倾
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照刑法的规定，以破坏交通
设施罪定罪处罚；造成严重后果
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
一款的规定处罚。

盗窃、破坏人员密集往来的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以及生产生
活、人员聚集场所的窨井盖，足以
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
果的，依照刑法的规定，以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
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刑法第一
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以上规定以外的其他场
所的窨井盖，明知会造成人员伤
亡后果而实施盗窃、破坏行为，致
人受伤或者死亡的，依照刑法的

规定，分别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
人罪定罪处罚。

最高检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
表示，盗窃、破坏公共场所尤其是
人流、车流密集场所的窨井盖，其
侵犯的法益本质上是公共安全，
而不仅仅是公共财物所有权。对
于此类犯罪行为，不能简单地以
盗窃罪或故意毁坏财物罪来认
定，而应当适用危害公共安全方
面的罪名追究刑事责任。

窨井“吃人”问题，一方面是
由于窨井盖遭盗窃、破坏，另一方
面也与窨井盖管理部门疏于管
理、怠于履职有重要关系。但长
期以来，司法机关更多地打击盗
窃、破坏窨井盖等普通刑事犯罪，
对窨井盖管理人员失职渎职等职
务犯罪打击不力。

为此，意见给相关管理者敲
响警钟，明确坚决打击相关职务
犯罪，将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依法或者受委托行
使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均
纳入进来，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
职权罪、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
人死亡罪的，坚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新华社渥太华4月21日电
（记者李保东）加拿大警方21日
表示，加拿大东海岸新斯科舍省
的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升至22
人，警方在被凶手放火焚毁的民
宅废墟中又找到4名死者遗体。

加拿大警方当日发表声明
说，这是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的
枪击事件。

警方目前正在16处枪击
事件发生地进行调查。51岁
的男性凶手是一名假牙制作
师，一人作案，没有共犯。遇害
者中最小的年龄为17岁，已发
现死伤人员中一些人与凶手认
识，被凶手故意开枪袭击，另一
些人与凶手生前没有交集。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21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起凶
杀案表明加拿大需要加强枪支
管制立法。

凶手18日身穿警服并使
用高仿警车，连续12小时在新
斯科舍省中部和北部乡村地区
开枪杀人并放火烧毁民居和数
辆警车，19 日中午被警方击
毙。目前警方在调查凶手的作
案动机。

加拿大枪击事件
死亡人数
增至22人

疫情当前疫情当前
英国女王取消庆生方案英国女王取消庆生方案

4月21日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4岁生日。按照惯例，英国君
主一年过两次生日。一次是实际生日；另一次为官方生日，是在天气较
好的6月，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官方庆典。由于英国新冠疫情严重，
迎来94岁寿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决定取消鸣礼炮庆生方案，低
调过生日。

图为4月21日拍摄的英国温莎城堡外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及其丈夫菲利普亲王3月离开白金汉宫前往温莎城堡居住。

（新华社 蒂姆·爱尔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