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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10元，想定位谁定位谁
—山东肥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追踪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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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公安厅部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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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商”将这个
商”提出需求，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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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取非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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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通过互联网买卖快递收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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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林青
被不法分子盗取。

故宫获捐百块金砖百万张金箔
故宫
博物院16日接受太湖世界文化论坛
向其捐赠的一批古建筑修缮重要材
料，包括金砖100块、金箔100万张。
这批材料将有利于故宫博物院古建
筑的修缮与研究保护， 最大限度保
存故宫古建筑文物价值。
记者了解到， 故宫建成于
1420 年 ， 至 今 已 有 近 600 年 的 历

孩儿巷南路 ６２－副 ２ 号
85584821 13057087809
万濠星城 3/17 3/2 116m2 精装 阳光足 有车位 双学区
238 万
万濠华府 9/18 4/2 195m2 毛坯
445 万 启秀学区
鸿运城市花苑 3/6 3/2 127m2 车库 22m2 启秀学区 实价
135 万
中高公寓 5/16 4/2 164m2 濠装 南车库 20m2
268 万
将军园 4/6 2/1 63.36m2 中装 有钥匙 上首房
61 万
外滩花苑 4/18 2/1 95.84m2 车库 9m2 有钥匙
124.8 万
万科濠河传奇 2/18 3/1 106.6m2 家电齐全 拎包入住 阳光好 198 万
颐景苑 4/18 2/2 100m2 车库 13m2 毛坏
150 万

吉缘中介

史。 故宫博物院占地面积约112公
顷， 需要维修保护的古建筑9371
间，古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既
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宫殿建筑
群，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木
结构古建筑群。 为实现2020年故
宫博物院进入安全稳定的健康状
态这一目标， 故宫博物院正在实
施“故宫古建筑整体维修保护工

程”和“平安故宫”工程。
据悉，本次获捐的修缮材料，由
第一批“
故宫官式古建筑材料基地”
苏州陆慕御窑金砖厂和南京金陵金
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制作，材
料均严格按照传统生产工艺打造，
符合故宫古建筑维修保护要求的材
料性能标准。
王思北

莘园路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东侧
久和中介 85113759
15996677075 银河中介

皇家花园 5/ 电 119m2 3-2 厅 毛坯 车位另算 15 万 148.8 万
鸿运城市花园 3/ 车 92m2 2.5-1 厅 中装 12m2 车库启秀房 92.8 万
58 万
太阳鑫城 4/ 电 50m2 3-1 厅 全新品牌精装.拎包入住
工农路地铁口学田店面房 59.8m2 层高 4 米现出租
120 万
华润悦锦湾底楼 142m2 4-2 厅 精装 拎包入住
203 万
华强城 7/ 电 112m2 3-1 厅 毛坯
173 万
优山美地 2/ 电 142m2 3-2 厅 精装 阳光好
175 万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16日，
生态环境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应
急管理部等国务院新组建部门作
为第二批挂牌单位分别举行挂牌
仪式，正式对外履行职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

长征五号遥三火箭
计划今年底实施发射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6 日 电
记者16日从国防科工局获悉， 长征
五号遥二火箭飞行失利故障原因近
日基本查明，改进后的芯一级液氢
液氧发动机完成多次地面热试车
考核，验证了改进措施的有效性。
2017年7月2日， 长征五号遥
二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实
施发射，火箭飞行至346秒时突发
故障。 根据分析仿真计算及地面
试验结果， 故障原因为芯一级液

二附学区房 纯底楼 2/1 60.5m2+ 院子 装潢
188 万
280 万
富贵北园（二附学区房） 4/6 3/2 125m2 装潢
2
润友大厦（二附、启秀学区房） 5/ 电 3/ 阳光厅 123m2+17m（车库）装潢
360 万
人民中路（二附、城中、三中学区房） 2/6 2/1 61m2 精装潢
175 万
白龙花苑 2/ 车 3/2/2 142m2+26m2 (朝南车库)新坯房位置佳
139.8 万
368 万
北濠山庄 5/ 楼中楼 4/2/2 80m2+78m2+18m2(车库)景观房
2
怡园北村 3/6 3/ 阳光厅 /2 134m2+20.22m（车库）精装潢
146.5 万
2
学田千禧园 5/6 3/2 118m2+16m（车库）装潢
159.8 万

氢液氧发动机一分机涡轮排气装
置在复杂力热环境下， 局部结构
发生异常， 发动机推力瞬时大幅
下降，致使发射任务失利。
目前，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工
程研制队伍在全面落实故障改进
措施的基础上， 正在开展遥三火
箭研制生产， 计划于2018年年底
择机发射。后续，长征五号遥四火
箭将实施探月工程三期嫦娥五号
余晓洁
探测器发射任务。

中国空军歼-10C战机
开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6 日 电 中
国空军新型战机歼-10C于16日开
始担负战斗值班任务，标志着空军
攻防作战体系进一步完善，有效履
行使命任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歼-10C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
三代改进型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
配装先进航电系统及多型先进机

城隍庙濠东小苑往南60米北园新村 3幢18号店面房
13862968413 15950810928

龙王桥新村 1/6 层 3 室南 2 厅 132m2 新精装 32m2 170 万
濠西园 3/6 层 3 室 2 厅 130m2 中档装潢车库 8m2 122 万净
天润家园 1/车库 3 室阳光厅 122m2 精装车库 20m2 170 万
凤凰汇 27/电 3 室 2 厅 2 卫纯毛坯 151m2 有车位 398 万净
东晖花园 1/车库 2 室 2 厅 90m2 婚房装修车库 10m2 120.8 万
北郭北村 4/6 层 2 室半中档装潢 70.3m2 小车库
102 万
苏建花园 3/5 层 3 室 1 厅纯毛坯 100m2 车库 12m2 155 万净
2
278 万
青青家园联排别墅 348.77m 纯毛坯只卖

新华社北京电 证监会16日
晚公布了对万家文化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和相关人员市场禁入决定
书，驳回了赵薇夫妇、龙薇传媒、万
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申辩，最终
决定：对黄有龙、赵薇、孔德永分别
采取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同时，证监会还对万家文化、
龙薇传媒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对孔德永、

天安中介

城山路 91 号

85595336 13390945336

学田店面 1/5 朝北店面 4 套 283m2 租金 24 万 / 年 可以分开卖 6 米宽
兆丰嘉园 11/15 三室阳光厅二卫 148m2 中装 双学区房 急卖 有钥匙
紫东南苑 16/17 两室两厅 95m2 车库 15m2 毛坯
江景苑 4/ 电 三室二厅二卫 134m2 车库 31m2 毛坯 阳光好
时珍园 店面 1-3/3 朝东店面 产权 面积 515m2 实际面积 800 多 m2
东郊庄园单体别墅 1-3/3 425m2+ 自建 150m2 毛坯 有钥匙
天安花园 7/11 四室阳光厅二卫 195m2 车位另算 景观房 豪装

558 万
312 万
145 万
190 万
1800 万
620 万
480 万

物价大楼一楼北侧（钟楼广场东侧）
文峰路 15 号文峰桥北首
城南小学对面
天苑中介 15862825879
家乐中介 18912270383
鹏展中介 王府大厦对面
13057019586 梦路中介 15950810021 15862750368
13921619305

文峰怡景苑连体别墅，建 217m2 豪装 城中 三中双学区房
680 万元
城市嘉苑 7/11 楼 建 136m2+ 车位 位置户型好
298 万
鑫乾花园（三中学区房）9/9 楼 上 50/ 下 146m2 十 9m2 车库 精装很好 268 万
苏建花园城 16/17 楼，建 115m2+ 车库 + 车位 精装好
216 万
世伦名郡 1X/ 电梯 建 126m2 第一排 阳光很好
200 万
时代悦城 9/24 楼 建 112m2 阳光很好 开发商精装 稀缺房源
180 万净
青年中路 82 号（启秀学区）6/6 楼 建 64m2
82 万需全款

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了应急管理部
挂牌仪式， 并在应急管理部指挥
中心调研， 听取指挥中心及其主
要系统功能的介绍， 与基层值班
执勤单位现场视频连线， 了解有
新华
关情况。

载武器， 具备中近距制空和对地
面、海面目标精确打击能力。 2017
年7月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阅兵首次公开亮相。
歼-10C战机列装空军后，实
战实训逐步展开， 飞行人才稳步
成长， 为空军新质作战能力的提
张汨汨 黄书波
升打下基础。

黄有龙赵薇夫妇
禁入证券市场5年

为古建筑修缮保护储备优质材料
新 华 社 北 京 4 月 16 日 电

国务院新组建部门
第二批挂牌分别举行

光明新村 5/6 3-1 84m2 中装 启秀学区
85.8 万
朝晖花园 6/ 车 楼中楼 79/134m2 精装 车库 18m2 170 万
友谊公寓 11/16 3-2-2 159m2 装修 启秀学区
298 万
城山花园 6/ 车 楼中楼 40/70m2 装修 一附一中学区 210 万
2
2
光明南村 6/ 车 2-1 96m 毛坯 车 19m 双学区 130 万
颐景苑 16/18 2-1 96m2 车 14m2 毛坯
153.8 万
虹桥西村 3/6 2-1 61m2 精装
46.8 万

王府大厦 1X/30 217m2 景观四房 1.8 万 /m2 超低单价
王府大厦 1X/30 165m2 濠河景观房 3-2-2 稀缺套型
王府大厦 25/30 124m2 2-2 精装空学位
宝隆花园 5/6 43m2 车库 8m2 1-1 空学位
人民中路 128 号 2/6 60.12m2 精装两室 空学位
富贵北园 4/6 124m2 三室朝南 L 厅 空学位
南大街 57m2 4/5 二附启秀 稀缺小套

398 万
388 万
286 万
81 万
175 万
282 万
168 万

黄有龙、赵薇、赵政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30万元罚款。
证监会驳回了赵薇夫妇、龙
薇传媒、万家文化及相关当事人的
申辩，最终认定龙薇传媒在自身境
内资金准备不足、相关金融机构融
资尚待审批、存在极大不确定性的
情况下， 以空壳公司收购上市公
司，且贸然予以公告，对市场和投
刘慧
资者产生严重误导。

（东方菜场南大门 16 号）
18751300199
东宝房产 房产交易所东
第九园联排别墅 328m2 坯 低价仅限本月
385.8 万各付
444.8 万各付
第九园联排别墅边套 376m2 毛坯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 270m2 有地下室，两个车库 坯 399 万各付
455 万各付
南通别业，联排别墅边户 285m2 毛坯大花园
优价别墅另有万科白鹭郡，九里香堤，顺发御园 等多处
丽景花园 158m2 车库 27m2 精装
365 万电梯房中层
望江楼 5/7 78m2 精装 拎包入住 二附 城中 三中 208 万

《江海晚报》
二手房广告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

广告投放热线：68218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