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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类骚扰电话投诉量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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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信息举报投诉情况公布 粤、苏、京受骚扰电话影响大
据工信部 13日消息，工信部公
暴力等违法违规内容占比约
布 12321举报中心相关数据显示， 27.
1%。从地域分布来看，发送垃
今年一季度，端口短信举报投诉量
圾短信的主要地区前五位分别为广
仍处于高位。端口类垃圾短信举
东、江苏、安徽、山东、北京；受垃圾
短信骚扰最严重地区前五位分别
报 投 诉 量 62132件 ，环 比 下 降
3.
0%，占总量的 71.
2%；移动转售
为广东、
山东、
江苏、
浙江、
湖北。
企业点对点短信被举报投诉量整
骚扰电话方面，一季度 95/
96
体上升，短信被举报投诉量 13209 业务举报投诉呈现增长态势，
举报投
件，环比上升 53.
4%。
诉量达 38541件，环比上升 35.
4%，
垃 圾 短 信 内 容 方 面 ，贷 款 理
占总量的18.
4%；
手机类骚扰电话举
财、零售业推销、游戏推广等信息
报投诉 98638件，占总量的 47.
1%；
投诉量占比约 72.
9%；非法金融活 “呼死你”
类骚扰电话举报投诉量持
动、违法出售票据/
证件、涉嫌色情
续增长，达到 10834件，环比上升

17.
9%。其中，
移动转售企业被举报
投诉量占比高达 34.
8%。
骚扰电话内容方面，贷款理财
骚扰电话一季度投诉举报量最高，
其他包括房产中介、违规催收、股
票证券等也位居前列。从拨打方
式来看，人工骚扰仍占据首位，占
比约 69.
6%，其次则分别为录音电
话、响一声等，分别占比约 17.
3%、
6.
7%。
工信部指出，对于违规发送垃
圾短信的手机号码运营商将采取
的处置手段包括：停机（停止通信

服务）、列入垃圾短信黑名单（不能
发短信）、停短信功能（不能收发短
信）等。对于违规发送垃圾短信的
端口，处置方式可包括：关闭端口、
为用户屏蔽、业务整改等。
工信部同时指出，用户收到垃
圾信息骚扰可以向 12321举报中
心举报，举报方式有：12321官方网
站、短信、电话、APP、公众号，以及
包括微信、手机 QQ、支付宝城市服
务页面等等其他渠道，点击“网络
不良信息举报”即可。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2019.
5.
15

星期三
农历四月十一

责
编
吴
博
超
美
编
白
松
校
对
红
岩
排
版

财政部原副部长张少春
一审被判有期徒刑 15年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 5月
13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财政部原党组副书
记、副部长张少春受贿案，对被告
人张少春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万
元；对张少春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1995年 至
2018年，被告人张少春先后利用
担任财政部办公厅副主任、部长
助理、党组副书记及副部长等职
务上的便利，或者利用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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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
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
整、子女入学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6698.
0081万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被告人张少春的行为构成受
贿罪。鉴于张少春到案后能够如
实供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
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
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
罚 情 节 ，依 法 可 以 对 其 从 轻 处
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新车”偷偷变成
“抵押车”

消费者办理购车贷款千万防“忽悠”

去年七月，湖南长沙的消费
生还款逾期，这才让他意识到出
者黄先生在“申湘大众远大路 4S 问题了。黄先生说：
“我打电话给
店”购买了一辆轿车，并办理了浦
4S店，他们说，
‘ 易车金融’的这
发银行的汽车消费贷款。黄先生
个人出了问题，我才清楚原来事
情那么严重。”
这辆车的价格是 14万元左右，他
交了三成的首付，还款三年，没有
4S店方面告诉黄先生，
为他办
理贷款的那位工作人员并不是浦发
利息，每月还款 2500元左右。当
时为他办理贷款的工作人员自称
银行的员工，
而是来自于一家名为
是浦发银行的，但当签订相关协 “易车金融”
的公司。这位工作人员
议的时候，对方同时拿出了一份
名叫
“许正俊”
，
他在为车主办理汽
车消费贷款的过程中，
偷偷将车主
“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汽
车贷款抵押合同。这份合同要求
的车子抵押给了
“瑞福德”
和另外一
他以所购车辆做抵押，每月还款
家名为“安吉租赁”的公司。就这
3100元左右。
样，
许正俊拿到了以车主名义办理
黄先生当时就向对方和自己
的汽车抵押贷款，
并挪用这笔款项
的 4S店 销 售 顾 问 提 出 了 疑 问
留作私用。在他个人开办的公司
——为什么自己办理浦发银行的
中，他利用这笔资金，发放“高利
贷款，却同时要和这家名为“瑞福
贷”
，
赚取利益。期间，
他每月向车
德”的公司签订另一份合同？又
主的银行卡里打入款项，
但直到资
为什么需要还两笔贷款呢？
金周转出现问题，骗局就此暴露。
这位工作人员解释，
“瑞福德” 黄先生说：
“他拿我们的机动车证
公司的这份协议是补贴他在浦发银
书，伪造了我们的签名，到车管所
行的利息的，
这样他就可以拿到免
提交抵押申请，
然后他拿了我们的
息的车贷了。对方还说，这 3100 信息去额外多做了一笔贷款。”
元的贷款
“他不用管，
也不用还”
。
记者联系到“申湘大众远大
此后，黄先生每月按时向浦
路 4S店”负责帮助车主处理此事
发银行还车贷。而另一笔贷款， 的沈经理，对方表示，许正俊目前
他在那位工作人员的安排下，办
已经不在店里继续工作了，也向
理了一张银行卡，每个月还款日， 记者证实了车主们的说法。他还
这张卡里都会先收到一笔 3100 表示，4S店方面已经在帮助车主
元左右的进账，当天就会被“瑞福
搜集证据。
“ 上海易车金融”方面
德公司”扣除。不过，期间出现过
也曾委派律师到店了解情况，并
几次逾期后补的情况，而近期这
向警方报案。最近，上海警方已
张卡里再也没有进账，导致黄先
经立案。
据央广报道

科技成果“闪亮”丝博会
在西安举办的第四届丝绸之
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
与投资贸易洽谈会上，众多科技产
品成为展会的亮点，吸引许多观众
南绕城一中队认真贯彻落实
支队提出打酒常态化工作布署，
严格路检路查，于 20Ⅰ9年 5月 3
日下午 15时许查获白某无证饮酒

和客商的目光。图为 5月 1
1日，参
展人员展示一款外骨骼下肢助力
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摄
驾驶机动车的严重交通违法行
为。对其做出行政拘留及罚款的
处罚。
周建军

北郊大队开展源头隐患清零行动
为扎实推进辖区交通安全治
理，坚决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的发生，大队高度重视，成立道

路交通安全隐患清零督导小组，
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隐患清零
工作。
郭晓兵

无证驾驶交警查你没商量
5月 10日，
包头交管支队东兴
大队在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检查中，
发现一辆无车牌号普通三轮摩托
车，
随即上前进行检查。执勤民警
要求驾驶人出示驾驶证时，
摩托车
驾驶人支支吾吾，未能出示驾驶

证。民警凭经验判断该驾驶人有
问题，
遂带到大队查询其驾驶证信
息。交警依法对该机动车予以暂
扣，
并对违法驾驶人高某予以罚款
2000元的处罚。
巴音娜

货车竟用客车车牌“法眼”让你无处遁形
5月 9日，包头交管支队土右
大队协力气检查站系统报警显示
一辆车牌号为蒙 A37XXX号牌的
普通低速货车逾期未年检。执勤
民警立即将其拦截至检查区内，
驾
驶人田某某驾驶的是一辆低速货
车，
但其车辆安装的却是大型车辆

的黄牌。经核查，
号牌是一辆逾期
未年检的大型普通客车，
田某某存
在使用其他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
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田民警依
法对其开具强制措施凭证，
案件正
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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