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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如房内藏针孔摄像头事件最近备
受关注。记者调查发现，房间内偷装针
孔摄像头事件，在全国各地都出现过。

比出租房更值得关注的是发生在酒
店房间里的探头偷窥。记者通过梳理此类
案件发现，由知名酒店管理集团管理的威
斯汀酒店和皇冠假日酒店都未能幸免。

甚至有人在合肥一家知名酒店偷装
针孔摄像头，偷拍到时任合肥市副市长
兼合肥市公安局局长的不雅视频并对其
敲诈勒索。

针对此类日趋泛滥的现象，法律人士
认为，应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罪的构罪标准作出进一步规定。明确构罪
标准，才能保证公安机关重拳出击，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案件涉经济型酒店占比近九成案件涉经济型酒店占比近九成

记者通过国内各地法院查询到酒
店、出租房等房间内被偷装针孔摄像头
的案件达33件。多名法官表示，案件的
绝对数量不多是因为此类案件极具特殊
性和隐蔽性。

记者注意到，此类案件全部发生于
2016 年之后。记者对数据进行梳理发
现，33件案件中，涉及酒店的27件，涉
及出租房的5件，涉及其他地点的1件。

27 件酒店案涉及全国各地酒店 35
家，其中 400 元以下的经济型酒店 31
家，占比近九成。

从发案地点上看，偷装针孔摄像头案
可谓泛滥全国。记者统计发现，包括北京、
深圳、杭州、苏州、成都、长沙、大连、哈尔
滨、合肥、南宁、高雄、佛山、潍坊、梧州、中
山、宜宾、绵阳、牡丹江、伊宁，以及海南琼
海、吉林白山、江西乐平、广东雷州和河北
兴隆 24 个各线城市，均被偷装针孔摄像
头“攻陷”。

发生在高雄的案件中，年近 40 岁的
斯文男子将自己的私人空间挂到 Airbnb
（美国一家短租网站）出租。情侣小张和小
许入住后，一边看电视一边亲昵。之后他
们忽然发现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竟装了
3个烟感器，其中洗浴间也有个烟感器。二
人起疑后经查看发现，烟感器里藏着一闪
一闪的摄像头。

法院最近审结的一起案件发生在河
北兴隆。2017年9月，杨某、贾某和赵某购
买了偷拍用的摄像头，录下了河北兴隆县
某矿业公司领导潘某与该公司一名女员
工发生关系的视频。之后，三人冲洗出照
片 100 多张，并以视频、照片传播及交给
双方家人相威胁，索要 100 万元，后经还
价降到 40 万元。2017 年 10 月 20 日，杨某
等人被抓获。

日前，河北承德市中级法院以敲诈勒

索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 11 年，贾某有期
徒刑8年10个月，赵某有期徒刑7年。

在顶级酒店偷拍后在顶级酒店偷拍后 敲诈勒索副市长敲诈勒索副市长

偷装针孔摄像头让酒店防不胜防，甚
至皇冠假日酒店、威斯汀酒店这样的顶级
酒店也同样中招。

2013 年 10 月、11 月，王某、李某买了
四套针孔摄像头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以捡
拾到的他人身份证，分别在合肥市天鹅湖
大酒店、皇冠假日酒店、万达威斯汀酒店
登记入住，并在酒店的客房电视机下方，
各安装了一套针孔摄像头。

公开资料显示，合肥市的皇冠假日酒
店，在2017年12月前由全球最大、网络分
布最广、拥有超过 60 年国际酒店管理经
验的世界知名洲际酒店集团管理。

而据威斯汀官网介绍，合肥市的威斯
汀酒店是由全球知名的万豪国际酒店集
团管理的白金五星级品牌酒店。

针孔摄像头安装完成后，王某、李
某将用于接受传输视频的设备安装于安
徽淮北市家中。

2014 年 4 月 19 日，二人再次到合
肥，以捡拾的他人身份证入住上述酒店
安装摄像头的客房，将摄像头取回。王
某对偷拍内容筛查，将偷拍到的单人入
住及年轻情侣入住的视频删除，只留年
长男子与年轻女性入住的视频。

之后，王某花 14000 元试图购买安
装摄像头期间的上述酒店入住人员信息
用于比对，未果。之后王某在网上搜索

“市长”、“局长”这些关键词，竟筛查出
“大鱼”。在从天鹅湖大酒店偷拍的视频
中，其中的男子是时任合肥市副市长、
公安局局长程某。

2014 年 6 月，王某将存有不雅视频
的U盘及一封留有新手机号码等内容的
手写信件，通过快递寄到合肥市公安
局，注明程某亲收。王某通过网上查询
单号确认快递被签收后，与程某电话联
系。

但身为公安局局长的程某没有就
范，而是谎称其与妻子在酒店被人偷拍
并遭到敲诈为由，要求民警调查，并要
求不在公安办案系统里办立案手续，而
是将该案的法律手续挂在另外一起敲诈
勒索案件上，还让视频中的女子蔡某也
参加到专案组外围工作中。

同年6月19日王某被抓，程某要求
民警审讯时不问具体敲诈细节，只问有
无相同的视频复制品，是否有同伙。

经审讯，王某供述出备份 U 盘下
落，程某查看后以王某态度不错为由，
让民警将王某放了，同时放弃对李某的
抓捕，并将备份U盘销毁。

2016 年 5 月，程某因
腐败问题被调查。其间，
这起人为掩盖的敲诈勒索
案被发现。2017 年 2 月，
王某、李某被抓，后被安
徽蚌埠市淮上区法院以敲
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 1
年6个月和有期徒刑1年5
个月。

2018年7月13日，蚌
埠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程
某有期徒刑15年。除受贿
罪外，法院还认定程某对
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
庇使他不受追诉，构成徇
私枉法罪。

装探头半年未被发觉装探头半年未被发觉

在被偷装针孔摄像头
的酒店中，能够成为湖南
省两会会议驻地的长沙华
雅国际大酒店也未能幸免。
华雅国际大酒店是当地知
名豪华酒店，多次被评为
湖南省最佳星级饭店。

2013年1月23日湖南
省两会期间，华雅国际大
酒店作为会议驻地之一，
有关部门对酒店检查过程

中，在其中一间房间发现 4 个针孔摄像
头以及发射器、接收器等。

安装摄像头的刘某等人被抓后交
代，这些设备是他们半年前安装到华雅
国际大酒店房间的，用于赌博作弊，但
在两会安保检查前，一直没被发现。

最终，长沙雨花区法院以非法使用
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和诈骗罪对刘某
等人定罪量刑。

电视机和墙上插孔安装最多电视机和墙上插孔安装最多

记者统计发现，在33起偷装针孔摄
像头的案件中，29起犯罪事实提及了摄
像头的安装位置。其中11起犯罪事实的
摄像头安装位置在电视机以及电视机柜
里，占比最大；其次是墙上的插孔 （电
源插座、电话线孔和网线孔），涉及6起
犯罪事实。

一位民警告诉记者，检查房间里有
没有针孔摄像头，可以关闭房间的灯，
拉上窗帘，让房间处于完全黑暗状态，
然后开启手机照相功能，围着房间转一
圈，有针孔摄像头的位置，可以看到红
点。

如果想彻底避免针孔摄像头的困
扰，可以睡觉前关闭房间总电源，因为
这些偷拍装置都没有电池，一般都需要
拉电线通过房间电路供电，关闭电源后
一般针孔摄像头就无法工作了。

细化法律严惩才能治本细化法律严惩才能治本

对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偷装探头事
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警表示，此
类案件在侦破和认定上，存在一定的难
度，让酒店业每天都像“扫雷”一样排
查针孔探头也不现实，此类案件更应该
从刑法惩治角度入手解决，对法规进行
完善。

北京双利律师事务所刘琳律师表
示，在酒店房间和出租房偷装针孔摄像
头的行为，很可能构成非法使用窃听、
窃照专用器材罪。但根据刑法第 284 条
规定，该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法律规定
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
果的行为，应处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构成该罪的条件之一，是‘造成严
重后果’。但何谓严重，目前没有出台司
法解释明确标准，因此各地在构罪标准
上尺度不一。偷装针孔摄像头日益增多
的现象，应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高度
关注，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法条细
化。只有这样，公安机关才有重拳出击
的法律依据，严惩一批犯罪分子以儆效
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琳表
示。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上海10月17日电 签约前，家
装工程预算24万元；工程中，装修公司再加
价10万元。拒绝支付则工程停工，同意加价
又倍感“哑巴吃黄连”，上海于女士几个月前
包工包料把店面交给装修公司，结果却陷入

“骑虎难下”的境地，而这背后正是家装公司
的常用加价套路在“作祟”。

“本来是想图个省心，结果变得更加糟
心。”于女士几个月前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一
家看起来“颇为正规”的装修公司，在经
过测量、设计之后，装修公司给出24万元
的预算报价。于女士认为前期服务“很贴
心”的这家公司“性价比相当高”，于是便
签下了装修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时于女士就
支付了工程造价总额60%的首期款，又在水
电工完成之后即木工施工之前，支付了30%
的二期款。在收到约20万元工程款后，装修
公司就开始计算加价，其中就涉及使用的材
料品牌变更产生的差价、预算中漏算关键施
工项目需额外增补等情况。

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王先生前段
时间也通过熟人介绍，找到一家有十几年
经营历史、全国连锁的大型装修公司，“尽
管工艺和管理上确实非常好，但支付完
80%工程款后还是中途加价，增加的项目里
就存在设计中明明就有，但预算中明显漏
算的条目。”

长期从事家装行业的齐经理表示，因
为业主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会存在提出调整
变更的情况，一般来说装修公司都是先给
一个预估价格，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
项加价。

但往往业主感到不满的，都是因为装修
公司故意在预算阶段用“小伎俩”压低报价
吸引签约，使得最终工程款远超预算所致，
其中就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故意漏报、少报项目。装修报价单
刻意遗漏必备项目。王先生家阳台必须实
施的“现浇混凝土”项目在预算单中计价为
零，装修公司表示“漏报”需另算，“这个单项
工程他们要价3800元，但我另找的工程队一
看就表示成本不过1500元。漏报是一方面，
趁机要高价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遗漏’是故
意为之了。”

——模糊主材参数故意压低单项价
格。虽然写明了所需材料的品类和数量，但
却不标明品牌和规格。于女士说装修队加
价理由中就包括，用合同里的价格买不到高
质量的材料，“想要保障装修质量，就必须额
外掏钱。”

——材料和施工工艺含混报价。把涉
及多个分项的工程项目混在一起计价，或说
明不够详细，为增项和变更埋下“伏笔”。于
女士说，如水电工程在预算单中是一个笼统
的大项，但是施工过程中装修队总是提出估
算不准，需要增加各种费用，“那为何不在一
开始就算得细一点呢？”

“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合同中的一条
‘提醒’。”王先生说，装修公司表示为了保护
知识产权，不能提前把具体的图纸和报价单
给业主，他只在签约现场才拿到具体的预算
单，但囿于自己不了解装修，只能选择“大致
翻阅”就下笔签约了，“总觉得自己是被低价
诱惑进来，一步步被套牢了。”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周时兵律师认为，
家装的实际施工与提前预估相比存在变量，
后期根据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多退少补是符
合法律规定的。但不少装修公司利用这一
点，在商业行为上失范，故意用“低价”吸引
消费者，后续再加价“回血”，从而让消费者
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感。

“一方面，合同预算单中一定要写明所
用材料的规格、数量、品牌与标准，业主可以
从邻里了解装修价格的大致行情，避免被低
价蒙骗；另一方面，当因增项产生加价时，业
主一定要逐项核实并签订书面的签证单，这
对工程款的最终结算及一旦出现纠纷时的
权益保护都有重要意义。”周时兵说。

被偷装摄像头酒店成重灾区
低价签约、中途加价

装修公司套路几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