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济南4月16日电 每月花
费10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定手机
号、每月花费 100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
些手机号……近日，山东省泰安市、肥
城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案，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涉案价
值800多万元。

记者追踪调查了解到，这一犯罪
团伙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包括手机
定位信息、物流信息、机主信息、电
话查询、学籍档案、征信信息等六大
类，已形成了一条网络个人信息买卖
的黑色产业链。

“业务范围”广泛，还能“私人订制”

泰安市公安局 2 月初在公安部和
山东省公安厅部署“净网2018”专项
行动中，梳理本地线索，发现有人通
过网络大量买卖公民个人信息。泰安
市公安局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相关
工作，通过深入分析研判，层层剥茧
抽丝，确定犯罪嫌疑人为于某某。

“于某某之前就有贩卖公民个人信
息的犯罪前科，是公安机关重点关注
对象。”肥城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副大队
长刘均鹏说，经过一段时间侦查，民
警发现于某某“重操旧业”,成了贩卖
公民个人信息的“中间商”。

随后，专案组民警以于某某为突破
口，迅速追查出12个上线和相关源头，
摸清了个人信息买卖的完整犯罪链条。

3月7日，专案组分赴黑龙江、广
东、江西、江苏、贵州、云南等地，
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在一周内将涉
案的 41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缴获90余部手机及多台笔记本电脑等
作案工具，涉案价值800多万元。

至此，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宣布告破。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均对
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供认不讳。

刘均鹏说，在这起案件中，犯罪

嫌疑人除了大批量贩卖个人信息外，
还为“客户”提供精准服务，进行

“私人订制”。
针对“客户”不同需求，犯罪嫌

疑人王某林推出了两种不同的“套
餐”。据他供述，一种套餐是每月 10
元，可以随时定位某一个特定的手机
号；另一种是每月1000元，可以随时
定位某些手机号。

比如，“客户”如果需要某人的家
庭住址或者征信信息时，就向“中间
商”提出需求，然后“中间商”将这
个需求提供给上线，上线通过冒充快
递公司、使用黑客技术非法侵入电脑
系统等方式，获取相关信息，再逐级
加价出售，谋取非法利益。

黑色产业链“分工专业”“配合高效”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高额经济回
报、较低犯罪门槛、较少犯罪成本，使一
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想出各种办法盗
取公民个人信息，形成了“分工专业”

“配合高效”的黑色产业链。
在警方抓获的 41 名犯罪嫌疑人

中，“中间商”于某某通过互联网招揽
“客户”收单，然后将查询需求报给上
线，上线将结果通过互联网发给于某
某，于某某再转发给“客户”，“客
户”将钱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给于
某某，最后于某某再和上线进行结算。

王某林是手机定位服务平台的所
有者，是泄露手机定位信息的源头。
在看守所中，王某林告诉记者：“我是
一个基站定位平台的所有者，拥有最
高权限账号，可以开通具有查询功能
的其他账号。‘客户’购买这些账号
后，可以定位手机号位置，从而获取
他人位置信息。”

据办案民警介绍，王某林很少直
接接触终端“客户”。一个标价 10 元
的手机定位信息，经过“中间商”层

层加价后，终端“客户”有时需要两
三千元才能买到。

与手机定位信息相比，物流信
息、手机机主信息和学生档案等个人
信息售价较为低廉。

石某是倒卖公民物流信息的源
头。“我都是通过互联网买卖快递收货
地址和手机机主信息，从2017年12月
开始至被抓共卖了 300 余条信息，赚
取1.78万元。”石某说。

如何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黑手”？

肥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鄂宏
超认为，要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黑手”，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坚持
重拳打击不放松，进一步加大对黑客
非法盗取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并深挖各类犯罪的相关利益链
条，注重全链条打击。

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要积极联
合相关部门，以实现源头治理为目
标，全面加大对通讯运营商、金融机
构、邮政速递和网络预订类网站 （客
户端） 的监管力度，从制度方面强化
从业人员的自律意识与法律认知，强
化从业人员管理。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近年来我国
出台了一系列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
法规，取得了积极成效。但随着社会发
展，新的问题和挑战不断出现，有关部
门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公民个
人信息的储存、加工、流转、应用进行规
范，明确公民个人信息分级，实施等级保
护措施，确保国家和个人的信息安全。

同时，警方还提醒，公民要强化信
息自我保护意识，在网络购物、使用公
共 WIFI、参加网站问卷调查和网络抽
奖、自媒体社交等方面注意保护个人隐
私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盗
取。

整合救援力量整合救援力量整合救援力量整合救援力量，，，，构建统一体系

我国是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
种类多，地域分布广，发生频率高。据有关数据表明，近三百
年来全球死伤10万人以上灾难一共发生了50起，其中有26
起发生在中国。

“当代社会发展有新的特点和规律，为了适应这样的特
点和规律，需要有更为科学、更为现代、更为精细的应急处置
手段和方式。”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张兴凯认为，当
代社会秩序更加稳定，但一些人的心理比较脆弱；财富更加
集中，但人口密度也更大。一旦发生事故，各种损失将加大，
风险的耦合程度更强。

在逐步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在针对自然灾害、事
故灾难等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不仅各行各业组建了专
业化的队伍，建立了指挥调度系统和跨部门的联动机制，还
形成了专业的风险防控、应急响应、危机预警、应急处置及善
后处理的一整套体系。但在具体的救援行动中，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

“由于以前的条块分组，各自为政，在大的灾难发生时，
不同部门的应急队伍需要到现场才能整合成一个整体的队
伍，这就需要一个磨合的时间。”张兴凯说。

“组建应急管理部，对于加强、优化、统筹国家应急能力，
构建一个统一指挥、权责一致、权威高效的国家应急体系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表
示，成立应急管理部是将国家的应急资源和力量做进一步的
整合和优化，除原有的安全生产救援队伍外，还将地震、防汛
抗旱、地质滑坡、森林防火、草原防火等救援力量整合在一
起，可以使我国应对突发事件的成效最大化、最优化。

专常兼备专常兼备专常兼备专常兼备，，，，不断融合的“大部”

此次机构改革，应急管理部整合和统一了13个部门和单
位，涉及多个领域，人员众多，如何将新融合的人员进行调
配？如何推动改革进一步落实？

“在这次组建过程中，要求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
散、干劲不减，改革的过程中要为人民站好岗，为国家值好
班。”闪淳昌认为，目前的各种救援队伍虽然还没有完全整
合，但在面对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依然在履行自己的职
责，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专常兼备，这是此次机构改革方案中给应急管理职能
的一个定位。”张兴凯认为，应急管理队伍既需要应对日常灾
难的常备力量，也需要能够处理多耦合因素灾害的专业力
量。在没有整合前，由于没有统一的应急指挥体系，可能会
出现“信息孤岛”现象，常备力量与专业力量在协调方面会出
现一定的问题。而在应急管理部成立后，原有的13个部门和
单位的名称虽然消失了，但各个应急救援队伍的职能将统一
于整体的应急管理体系内，对于不同的灾害能够派出最符合
现场状况应对的救援队伍，效率会更高。

这样一个专常兼备的“大部”，4月份挂牌后，6月份部门
的内设司局将到位，9月份整个部门的工作将走上正轨。

“但这样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既是一个不断融合的
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最后检验我们成果的，是
能够尽可能减少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伤亡和损失，这也是我
们这次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闪淳昌说。

做永不懈怠的““““应急人应急人应急人应急人””””

从2008年的四川汶川“5·12”地震，到2014年年末上海外
滩发生的踩踏事故，再到2016年天津“8·12”特大火灾爆炸事
故，近几年来，我国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频发，造成了巨大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应急管理基础还存在一定薄
弱的环节，概括起来就是高风险的城市，不设防的农村。”闪
淳昌说。

除此之外，闪淳昌认为，目前我国还存在安全责任制没
有真正落实到位、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检测预警和
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亟待提高、民众自救互救意识较为薄
弱、法律法规和标准需进一步提升等5个方面问题。

“应急管理部组建之后，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应该不断加
强，使应急管理事业能够进一步健康发展。”闪淳昌说。

而对于应急管理部组建后下一步将要重点进行的工作，
张兴凯认为，一是要尽快启动或编制我国安全应急中长期战
略发展规划。二是要进行应急资源安全状况的全国性普查，
了解清楚全国的普遍状况。三是要提高风险分析、分级工作
的速度，加强对应管理。四是要提高全民的安全应急素质。

“作为新组建的、保障老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部门，责
任很重大，使命很崇高，未来也将面临很繁重的工作任务，我
们‘应急人’应永不懈怠，安全风险防控应永不懈怠。”张兴凯
说。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据新华社电 16日，我国最先进的
自主无人潜水器“潜龙三号”搭乘“大洋
一号”科考船抵达南海海域。在接下来
的半个月，它将完成海上试验与验收，
并进行试验性应用。

据中国大洋协会办公室副主任李
波介绍，为满足大洋矿产资源勘查和大
洋科学考察需求，2016 年 9 月，大洋协
会与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国家海
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签订了“潜龙三
号”4500米级自主潜水器建造合同。

“大洋一号”船综合海试B航段首
席科学家蔡巍说，本航段将通过使用

“大洋一号”在南海开展相关设备试验，
完成重大装备海上验收，推动“潜龙”系
列潜水器的发展。“潜龙三号”将进行海
试，对其主要技术指标和功能进行验证，
并根据需求，在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和
多金属结核试采区进行试验性应用。

在“大洋一号”船后甲板，记者看到
了“潜龙三号”。其长3.5米、高1.5米、
重1.5吨，外形像一条橘黄色的鱼。

“潜龙三号”总设计师刘
健说，别看它长得像条萌萌
的“小黄鱼”，但能量不小。
在深海复杂地形进行资源环
境勘查时，具备微地貌成图、
温盐深探测、甲烷探测、浊度
探测、氧化还原电位探测、海
底照相，以及磁力探测等热
液异常探测功能。

“这种非回转体立扁鱼
形设计，依据的是水动力优
化计算的结果，有利于它在
复杂海底地形中垂直面爬
升，同时具备水面航行能
力。”刘健说。

刘健说，“小黄鱼”的4
个“鳍”是 4 个可旋转舵推
进器，靠操控推进器灵活前
进后退、上浮下沉；“尾巴”
上安装的是磁力探测仪；

“嘴巴”是前视声呐，可以将
潜水器采集的声学数据转
化为图像，用以识别障碍物

和周边环境，随后在主控计算机的控制
下通过自主转动和躲避，保障自身安全
和正常作业。

既然有了“潜龙二号”，为何还要研
制“潜龙三号”？李波说，深海大洋蕴藏
着无穷的宝藏和科学奥秘，进入深海大
洋，离不开深海装备。“潜龙”家族的主要
目标，是对深海资源进行大范围精细探
测，更好地为大洋资源勘查和深海科学
调查服务。未来，“潜龙”家族规模将更
大，工作模式将是多台协同水下作业。

专家谈新组建的应急管理部
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正

式挂牌。此次挂牌成立，将13个部门和单位进
行了整合和统一，专家认为，这对于保障人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促进
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将起
到重要的作用。

我国最先进潜水器 首次亮相首次亮相

揭秘个人信息黑色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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