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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房子要卖吗？”“年利率4.5%的贷款考
虑一下吗？”“20天英语培训您了解一下？”“健
身游泳馆新开业，现在办卡可打八折”“我公司
现推出全新保险产品，健康、人寿、意外、大
病能保尽保”“办理我行信用卡，第一年免年
费”……相信很多人都接到过这样的推销电
话，甚至有时一天能接十几个，令人不胜其烦。

而在4月中旬，许多手机用户同时收到了三
大运营商发来的短信，称“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未经用户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
向用户拨打商业营销电话。为维护用户的合法
权益，我们将对涉嫌营销扰民的电话号码进
行依法处置”。

一时间，骚扰电话这个屡禁不止的陈年痼
疾，再次成为舆论热点。人们纷纷晒出短信截
图问：“运营商这次是要动真格了吗？”“骚扰电
话这次终于能被彻底根治了吗？”

治理骚扰电话，好比是一场战役。各行业
主管部门、立法部门、运营商、呼叫中心企
业、互联网企业等多“兵种”各司其职、协同
作战，既有防御战，也有反击战，在适当时候
还会有大决战。那么，这场在无线电波间的战
役打得怎么样了？本报记者专门就此问题进行
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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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现存的治
理手段中，绝大多数是把压力给了电信
运营商，而那些骚扰电话真正的呼出
者、受益者，比如做电话营销的房地产
企业、金融机构、教育机构等，却没有
受到多少实质性的惩罚。同时，目前的
技术拦截手段，大多数只是帮用户捂住
了耳朵，却少有办法堵住那些利益驱动
方的嘴巴。

想要真正根治骚扰电话的问题，在
防御、反击之后，必须还有大军团协同
下的决战。就像郝智超所言，不要以为
骚扰电话只是运营商和工信部的事，骚
扰电话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是通信
行业的问题，其他各部门也要积极负起
责任来。

这样的呼吁已经得到了“兄弟部
队”的积极回应。3月 29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发布了 《关于开展“守护消
费”暨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专项执法行动的通知》（下称 《通
知》），声明本次行动主要针对房产租
售、小贷金融、教育培训、电话营销等
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多发高发
的行业和领域。而行动重点之一，就是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
者明确表示拒绝的，向其发送商业性信
息”的违法行为。

最重要的是，《通知》 还明确了此
次行动的法律依据。即便对于骚扰电话
这种“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行为，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也可以依照《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予以处罚，即：可
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
法 所 得 的 ， 处 以 五 十 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

销营业执照。可谓是白纸黑字，拳拳
到肉。

进行“大决战”，必须要有大威力
的武器，国内正在加紧建设两件对骚扰
电话“杀伤力”极大的武器：一个是全
国防骚扰信息综合服务平台；一个是

《个人信息保护法》。
全国防骚扰信息综合服务平台，是

对国外“谢绝来电”（DoNotCall） 机制
的借鉴。如在美国，用户可免费在“谢
绝来电”网站登记个人接听意愿，运营
商和呼叫中心将通过用户意愿，对营销
电话进行源头拦截。而电话营销企业需
要通过平台注册公司信息，定期获取并
更新用户意愿列表。电话营销者不得向
明确在“谢绝来电”官方网站注册的用
户拨打营销电话，如若违规拨打，最高
将会被处以每次 1.6 万美元的罚款。这
一平台将有效破解用户意愿确认难、调
查取证难的难题，被公认为目前治理骚
扰电话最有力的技术手段。

《方案》时间表显示，中国将在2019
年12月底前初步建成这一平台。记者就
此致电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对方表示
该平台正在有序建设中，并声明目前网
上存在的“防骚扰信息服务平台”系企
业自行开发，二者不是一回事。

而 《个人信息保护法》 则将对骚扰
电话、不规范营销电话等行为作出明确
的法律规定，彻底改变治理骚扰电话无
法可依的局面，这将是治理骚扰电话的

“核武器”。更可喜的是，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个人信息保护法》 已被宣布纳
入本届立法规划。

战役蓝图已经画好，终极武器正在
路上，人们期待骚扰电话早日从日常生
活中消失。

笔者有朋友前些日子参加一项专业考
试，刚报完名，就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让
他参加培训。更让他惊讶的是，电话骚扰
者不仅知道他刚买了房，还知道他有多少
房贷，甚至连他的姓名、住址等也知道。

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骚扰者通
过打电话，让你买房、贷款、购买促销产品，
或者谎称你中了奖，甚至威胁你犯了罪……
种种套路、陷阱，烦不胜烦，还有一些老年人
因此受骗，产生了严重社会危害。

从“误打误撞”到“精准定制”，这些
骚扰电话日渐频繁、让人防不胜防的背
后，是公民大量个人信息通过各种途径泄
露的大问题。有统计显示，中国国内网站
每年泄露信息约 51.2 亿条。曾有媒体报
道，有人花3.8元就购得长达33页的某人信
息报告，其中不仅包含个人通话记录、出
行记录、消费记录和人脉关系，甚至还

“附送”针对个人的详细量化分析。
可见，骚扰电话不过是个人信息泄露

产生的危害之一，其对个人隐私权、财产
安全、人身安全造成的危害以及对通信产
业健康发展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途径有很多。据公安部门透露，泄露个人
信息的源头大多是有合法收集公民个人信
息权的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内鬼”，涉及金
融、电信、教育、医院、国土、工商、民
航等各个行业。另外，社会机构如房产中

介、保险公司、商家等也通过不同方式获
得个人信息。一些不法分子还通过“撞
库”方式攻击一些收集信息的公司数据
库，以获取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的“买家”也很多。电话诈
骗团伙出于精心设计骗局需要，愿意出高
价购买公民个人各类基本信息；一些广
告、保险、中介公司则希望以公民个人信
息进行大数据营销。同时，某些运营商在
这个过程中推波助澜，为赚取可观的电话
费，不仅积极给各类电销公司提供优惠套

餐，对异常号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
帮助电销公司“复活”被骚扰软件拦截的
号码。

因此，要根治骚扰电话，应从保护个
人信息开始。

加强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是首要
之策。近年来，《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
决定》《关于依法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活动的通知》《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保
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的法律法规、政策先
后出台。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法律精神，需

要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完善相关法规。例如，
加快通信网络不良语音信息判定标准、电信
网络不良和诈骗语音处置技术能力要求等
行业标准的编制，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
界定骚扰电话的定义和处罚标准等。

监管部门要及时“亮剑”。近年来，工
信部等相关主管部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
治行动，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应巩固
成果，去除更多难点、堵点。比如，严查
各类“内鬼”、为虎作伥的人员和机构，进
一步明确监管责任、协调各执法部门联动
发力等。

当然，骚扰电话并非中国独有。置身
信息时代、网络时代，骚扰电话是许多国
家面对的共同挑战。借鉴海外经验、结合
中国实际，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保护公民个
人信息、治理骚扰电话的“药方”，还百姓
一个“耳根清净”。

还百姓一个“耳根清净”
彭训文

运营商设拦截防线，多部门从源头打压

治骚扰电话，就得动真格！
本报记者 韩维正

运营商设拦截防线，多部门从源头打压

治骚扰电话，就得动真格！
本报记者 韩维正

防御战：标记+拦截

治理骚扰电话的“作战计划”，是2018年7月30日工信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13个部门印发的《综合整治
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下称《方案》）。《方案》决定自2018
年7月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半的综合整治
骚扰电话专项行动。

这份“作战计划”不仅明确了各“兵种”的责任分工，而
且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时间表。比如 《方案》 要求在 2019 年 3
月底前，各大运营商要具备通过短信、闪信等业务为国内手机
用户提供涉嫌骚扰电话来电号码标注提醒和风险防控警示能
力。因此，此次三大运营商同一时间的表态并非心血来潮，而
是这场战役的一部分。

针对骚扰电话的“侵袭”，首先要打好防御战。运营商和互
联网企业给用户设置的第一道防线是“号码标记”业务。

与过去用户完全暴露在骚扰电话的“火力”下不同，如今
绝大部分骚扰电话打入时，旁边往往会有一行小字，显示“该
号码被多少人标记为诈骗电话/广告推销/快递外卖……”用户
看到这些标记，可以直接挂断拒接，大大减少了上当受骗和受
骚扰的可能性。

但有人会说，即便没有形成通话，但手机频繁响铃、震
动，也很烦人。能不能干脆就不要让它们接入？可以。这就是
第二道防线：“来电拦截”业务。

比如，中国移动就推出了“高频骚扰电话防护”业务，用
户发送“KTFSR”到 10086 即可完成免费开通。用户可以在公
众号内设置个性化的拦截规则，针对骚扰电话重灾区的“400”

“950”“951”“952”号段，用户也可以选择一键拦截。据悉，
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的相关业务也已建设完成，正在内部调试。

虽然第二道防线还未完全筑成，但依托“号码标记”的第
一道防线，用户仍然可以下载专业防骚扰电话 APP，通过设置

“拦截阈值”（该号码被标记次数超过某一数量时自动拒接） 来
实现骚扰电话的拦截。

用户按照流程完成上述设置后，被电话骚扰的频次将大幅
下降。但即便如此，仍难免有漏网之鱼。因为骚扰电话也在不
断“进化”，拦截技术智能化的同时，骚扰技术也在“智能
化”。比如今年“3·15”晚会曝光的骚扰电话机器人，一天能打
5000个电话，是传统人工效率的10倍以上。

这就提醒我们，治理骚扰电话，仅仅止于被动防御是不行
的，必须还要有反击的手段。

反击战：“断粮”+举报

兵法云：欲破军取胜，必先断其粮草。要破解骚扰电话“武
器升级”的问题，必须先断掉它们“军火商”的供给，要从源头
上切断骚扰电话相关软件、设备的信息来源。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告诉记者，他们日前集中约谈了百度、奇
虎 360、搜狗等搜索服务提供商。针对网络上依然存在的“喵
池”“改号 APP”等骚扰电话软件、设备的变体词、关联词组等
问题，要求3家搜索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排查，建立动态监测和屏
蔽机制，对骚扰电话软件和设备信息要发现一起屏蔽一起。3家
搜索服务提供商表示，将严格贯彻落实工信部及北京市通信管理
局的要求，全面排查存在的问题，立即进行整改。

“断粮草”之后，还要用好举报这个手段。对于骚扰电话的
漏网之鱼，大多数人只是抱怨两句，最多把号码拉入黑名单，但
并没有进行举报，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该向谁举报，或者觉得举
报没有用。

对此，12321 网络不良和垃圾信息举报中心主任郝智超对记
者说：“请告诉大家，举报一定是有用的。”

根据《方案》，工信部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建立12321举报中
心，统一受理骚扰电话举报，同时也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建立骚扰
电话举报处置机制。用户可以下载 12321的 APP或者拨打运营商
服务热线进行骚扰电话的举报。

郝智超向记者介绍了 12321举报中心的运行机制：受理用户
举报后，中心将核实举报有效性，然后将相关问题提交至运营
商和相关部门，并追踪问题的处理情况，待处理后向用户反馈
结果。

据郝智超解释，中心拿到的数据，将是工信部对各地运营
商及呼叫中心等企业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也正是举报中心
的约束力所在。在考核压力之下，运营商和呼叫中心会认真评
估每条线路的质量，对于骚扰电话频发的线路将采取停线等方
式进行处理。

但郝智超表示，目前治理骚扰电话仍然存在一些难点。首先，
是“用户意愿”确认难。面对举报信息，许多企业辩称，该用户并未
明确表示拒绝推销电话，因此不知者不怪。再者，就是治理骚扰电
话无法可循。前述治理方式对呼叫中心的约束较为有效，但对以个
人号码呼出的骚扰电话则常常显得无可奈何。我国宪法第四十条
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
保护。在没有录音证据的情况下，对个人号码进行拦截不仅缺少法
律支持，反而还有法律风险。

 







































  








































  









































大决战：平台+立法

王 鹏作 （新华社发）王 鹏作 （新华社发）徐 骏作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曹 一作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