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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省际巡查大队获公安部表彰

市交警支队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全市66处道路安全隐患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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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冬采暖期开

始后，大唐宝鸡热电厂每天有

260 余辆拉煤车进出厂区，给

周边交通造成了影响。市交警

支队高新大队主动作为，上路

疏导交通，还给排队司机提供

热水等服务，受到了大家的一

致称赞。

大唐宝鸡热电厂承担着

市区 1230 万平方米的供暖

任务，每天需燃煤 7000 吨。

为了保证供暖期正常供暖，

每天送煤的车辆达 260 余辆。

由于大量运煤车需在厂区周

边路段停车等候，致使这里

的交通压力较大，给群众安

全出行带来了影响。高新大

队加强警力部署，全天候执

勤保畅，执勤民警实时为过

往司机通报路况信息，指挥

疏导运煤车辆有序排队，并

向司机宣传超速、超载等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引导广大驾驶员遵守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法规，全力保障

道路安全畅通。同时，民警还

与大唐宝鸡热电厂给排队等

候的驾驶员提供热水、方便

面等服务。这些措施有效地

缓解了该路段交通压力，确

保了群众的安全出行。

 （本组稿件均由谢克强采写）

“一辆危化品运输车
辆泄漏，急需处置……”日
前，市交警支队危化车辆
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大队与
渭滨危化品运输联合检查
站，开展了冬季危化车辆
泄漏应急处置演练。

民警通过远端管控、
科学疏导、快速处置、联
勤联动、灵通信息等处置

流程，进一步规范处置程
序、明确处置职责、提高
处置能力。

据了解，此次演练
是为了健全检查站的应
急指挥机制、强化联勤
联动反应、完善应急处
置工作预案，提高对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
处理能力。

应急演练强本领

本报讯 近日，公安部对

全国公安机关 70 周年大庆安

保维稳工作成绩突出的集体和

个人进行了表彰。我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陈仓省际巡查大队榜

上有名，荣获“全国公安机关

70 周年大庆安保维稳工作成

绩突出集体”称号。

陈仓省际巡查大队检查站

是公安部确定的全国一级公安

检查站，承担着反恐防暴、治安管

控、毒品缉查、交通管理等多项任

务。今年以来，陈仓省际巡查大队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庆安保维稳工作为主线，大力

开展“除隐患、防事故、保大庆”交

通安全整治行动，严查危险车辆

及违禁品，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出

色地完成了70周年大庆安保维

稳任务，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交警上路指挥   运煤专线通畅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市交警支队

获悉，为全面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市交警支队近年来

在我市共排查出事故多发点段道路交

通安全隐患 66 处，目前这些隐患已全

部整改完毕。

据悉，从 2015 年开始，市交警支队对

易发生事故的路段进行排查，至 2018 年

底，共在全市排查出 66 处道路交通安全

隐患，这些隐患分布在陈仓区、渭滨区、凤

县、高新区等县区的重点路段。今年开始，

市交警支队对这些隐患进行全面整改，向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点段所属的县区政府

和市级职能部门，分别下发督办通知，进

一步明确治理责任单位、属地监管责任单

位、行业督办单位，督促这些单位按要求

时限完成任务。12 月 5 日，金台交警大队

对辖区事故多发的 212 省道金台段进行

了隐患排查，并对沿途的牛寺庙村、寺沟

村、金河工业园等多处路口逐一查看，对

发现的机动车超速、超载、超员等严重违

法行为严管重罚，确保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全部整改到位。陈仓区南环路高速路口至

育才转盘路段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交警部

门在此设置了减速、限速标志标线，设置

提示、警示标志，同时加大巡查管控力度，

有效遏制了道路交通事故多发。

本报讯 近日，市交警支队车管

所辅警杨亮亮发挥绘画特长，利用

业余时间创作出一套交通安全系列

漫画，在微信朋友圈火了起来。

据了解，杨亮亮平常喜欢绘画，

受从事职业的启发，萌发了创作交

通安全漫画的想法。于是，他以执勤

中遇到的行人翻越护栏、乱闯红灯，

驾驶人骑摩托车不戴头盔等交通违

法行为做素材，创作出交通安全系

列漫画（见右图），这套漫画共有 8

张图。由于内容幽默诙谐、简单明了，

受到不少中小学生与家长的喜爱，

并迅速在微信朋友圈传播起来。一

些家长表示，这种题材的漫画，能让

大家增强交通安全意识。

辅警创作漫画 
倡导文明出行 

山寨微信
依然有人在大量售卖

4 月，新华社播发《不少人已中

招！山寨微信留“后门”，盗取语音来

诈骗!》，揭露一些人利用山寨微信实

施诈骗活动。

微信团队表示，山寨微信就是一

种微信外挂软件，简单来说就是未经

许可、擅自篡改微信客户端数据的第

三方软件。此类“山寨微信”功能看似

方便，实际上却被一些人用于狂发恶

意营销广告、骚扰信息等，更严重的是

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实施各种违法

诈骗活动。

今年 8 月，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广

州市公安机关打掉一个制作、倒卖、

使用微信外挂软件，从事微信账号买

卖、养号业务的特大新型黑客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4 人，缴获涉案

微信号约 65 万个，涉案金额约 1041

万元。

记者近日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微

信”后发现，依然有一些店铺大量售卖

“微商专用”“营销专用”微信，价格 30

元到 200 元不等。店铺卖家告诉记者，

只需购买付款后，就把安装微商专用

微信的地址链接发过来，“可以一次开

5个微信号、一键转发语音、修改定位，

永不封号。”

微信团队提醒，使用山寨微信的

安装者本人也会因软件预留的“后门”

及木马而受到信息泄露、账号被盗等

威胁，具有极大安全风险。

高仿 APP
一些被下架，一些仍然存在

11 月，新华社播发《这个“李鬼”

很危险！小心高仿手机APP》，揭露高

仿APP 背后的黑色产业链，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  

记者注意到，一些地方网信部门

关停下架了一批APP，其中不乏山寨

APP。

然而，作为山寨APP 下载重要来

源之一的应用市场，依然在为一些山

寨APP 的扩散提供便利。

在一些手机应用市场中，官方

APP 的标识不明显，用户难辨真假。

例如，记者在安智网检索“12123”“北

京公交”“个人所得税”等关键词，只

有后者注明了“官方”字眼，而其余两

款应用的检索结果，山寨与正版仍无

法有效区分。在应用汇等应用市场，检

索上述三个关键词，官方APP 甚至没

有显示在结果里，不少下载量高达三

四十万次的山寨应用仍然存在。在这

些APP 的用户评论区，许多使用者留

言“根本用不了”“软件是骗人的”等。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对上架的

APP 进行审核时，对APP 名称、图标、

宣传语等内容是否存在模仿，多数应

用市场都疏于甄别；另外，一些山寨软

件绕过了应用市场的审核，通过直接

登录服务器下载的形式装进了用户的

手机中。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

括认为，各应用市场作为平台方，应进

一步完善自身内部审核机制，对入驻

应用软件提交的信息尽到法定和约定

的审查、登记、检查监控义务，从源头

治理山寨APP 问题。

“AI 算命”追踪
有的停止运营，有的更加隐蔽

9 月，新华社播发《“算命是假，算

钱是真”——揭秘“AI 算命”背后的

生意经》，揭露一些微信公众号、小程

序等打着科技算命的幌子，干着灰色

吸金的生意，引发社会关注。

近日，记者对此追踪发现，被曝光

后不少此类公众号、小程序已停止运

营，但也有一些仍在变着花样玩互动

测试，以达到流量变现目的。

在网上检索关键词“AI算命”可以发

现，包括“AI面相算命”“智能AI运程解

析”“AI面相科学研究院”“AI易经转运”

等多个公众号已显示经多人投诉后被停

止使用。但与此同时，命理类微信公众号

在移动端仍然大量存在、层出不穷，如“AI

云看相”“AI命理”“AI智能相面大师”等。

记者发现，有的命理类微信公众

号变得更加隐蔽。例如，有的虽然名称

上不再突出“AI 算命”，看似改行主打

心理测试、爱情测试、趣味测试等内

容，实际上却把命理类测试打包放在

“精选测试”中。换了一个马甲，干的还

是违规“吸金”的老一套。

此外，一些命理类产品在网上销

售。“招财进宝”“事业文昌”“桃花人缘”

“镇宅化煞”……一些命理类微信公众

号专门开辟“开运商城”销售相关产品，

其价格大多在几十到几百元之间。

业内人士表示，对待“走灰色地带”“打

擦边球”的网络迷信经营行为，要加强监管

和网络空间治理，坚决惩治违法违规行为。

“赚钱”APP 追踪
改头换面花样频出，监管仍需跟进

5 月以来，新华社先后播发《号称

“看新闻能赚钱”，真相原来如此……》

《刷视频、走路、打字都能挣钱？——部

分“赚钱”APP 真相调查》，关注各类

号称看新闻、刷视频、打字、走路能“赚

钱”的APP，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稿件

中点名的部分APP 目前已被各地网信

办、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约谈、查处。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相关部门已

在进行查处，但各类“赚钱”APP 仍层

出不穷，频繁在网络上打广告，吸引大

量用户下载安装。

记者检索此前曾被点名的几款

APP，发现不少APP 原来的名字已经

检索不到，但是采用改头换面的

方式，更换应用图标，名称后

加“畅聊版”“极速版”等方

式，仍然存在于各大应

用市场上。

记者在多个手机

应用市场中看到，一

些“赚钱”APP 花

样更新，“赚钱”的

名目变得更多。除

了此前报道中提

到的看新闻、刷视

频、打字、走路等方

式，看小说、转发文

章、问卷调查、甚至是

睡觉“赚钱”，模式层出

不穷。  

在社交网络和网络论

坛上，关于这类APP 如何

“赚钱”的经验贴也随处可

见，这些文章大多以诱惑性

文字为标题，打着分享经验的幌子为

APP 做推广，鼓励人下载使用。一些

APP 还鼓励用户拉人头发展下线、赚

取佣金，这一模式引发不少人的质疑。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

建议，继续加大对“赚钱”APP 不规范

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外，应通过规范各

大手机应用平台，进一步加强应用合

规性的审核。

专家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

还要加强对各类“赚钱”APP 的运营

资金监管，防止平台出现“跑路”现象，

损害用户权益。         （据新华社）

山寨公众号、高仿APP、“AI 算命”、“赚钱”APP……

这些互联网乱象整治得如何了？
山寨微信盗取

语音诈骗，高仿APP陷阱

多多，“AI算命”披着科技外

衣“吸金”，一些APP号称看新

闻就能“赚钱”……今年以来，

“新华视点”栏目陆续曝光了

一些网络乱象。如今这些问题

整治得如何了？“新华视点”

记者就此做了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