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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连连收收到到诈诈骗骗短短信信，，都都是是117711打打头头
170/171号段手机卡街头可随意买，成不法分子“香饽饽”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范佳
实习生 赖星） 家住天桥区的

刘先生反映，张养浩墓公园内的充
气城堡经营不规范，固定设施不完
善、常无人看管，一些孩子私自爬
进城堡里玩，最近大风天气频发，
让不少家长捏了把汗。

没见沙袋、地钉固定

老板也不见人影

4日，省城风力三到四级。记
者在位于天桥区的张养浩墓公园
看到一个20平米左右的喜羊羊造
型充气城堡。城堡外壁大约一米二
高，“喜羊羊”脑门上写着“收费5
元不退”，城堡后面有“吹风机”在
运行。

环顾充气城堡四周，并没有采
用绑沙袋等固定方式，唯一能看到
的防护措施是在城堡四个角的充
气柱子上相邻两端绑着一条绳子。
城堡外侧的地面上也没有铺放软
垫。记者在公园等了一个小时，都
没见充气城堡的经营管理者。几名
六七岁的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监管
下，在城堡里玩得不亦乐乎。

来公园散步的杨女士说：“一
般我都不让孩子在充气城堡玩，觉
得不干净。”她还透露，充气城堡常
没人管，好几次看到老板下午来了
公园，掀开旧麻布，充好气，人就不
见了，半天没人影。“那个时候有些
贪玩的小孩就擅自爬上去蹦蹦跳
跳，旁边没个大人看着多危险。”杨
女士皱着眉头说。

住在公园附近的王女士表示：
“这个充气城堡在这开好久了，之
前没绑这条绳子护着，我都不大放
心孩子在里面蹦蹦跳跳。”然而，据
记者观察，仅靠这几条绳子并不能

起到完全的防护作用。
据张养浩墓公园里的商户介

绍，这儿的充气城堡在大风天不经
营，因为既没客源又危险。4月2日
有四到五级大风，记者赶到张养浩
墓公园时，发现充气城堡确实未营
业。城堡被放完气后，上面盖着一
块大麻布。

大风天里最好别玩了

存在监管空白

购买充气城堡十分容易。在淘
宝上，输入“充气城堡”一词，可以
搜到很多卖家，一般都是按照每平
米报价，单价大约在150元左右。
就充气城堡的安全问题，不少卖家
介绍，有可以固定的防风扣、安全
绳等。城堡四周有防风鼻，还可以
打地钉或绑沙袋。但商家都表示，
一般来说四级以上大风天气最好
就不要使用了。

儿童充气城堡淘宝店一位客
服介绍：“充气城堡并不是越大越
牢固。因为尺寸越大，空间越大，造
型越多，受风面积越大，就越容易
被吹翻，特别像大滑梯这样高大的
造型。”

近日，大风天气频发，各地户
外充气城堡被大风掀翻致使儿童
摔伤甚至落水等新闻层出不穷。就
充气城堡的安全监管问题，山东省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
表示，游乐设施属于他们监管范
围，但充气城堡他们并没有检验
过。而济南市质监局的多个检验部
门也表示不属于他们的监管范围。

根据我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等规定，充气城堡属于小型的儿童
娱乐设施，不属于高空、高速的游
乐设施，因此不在监管范围内。

春天里大风呼呼地刮
充气城堡得多加“安全锁”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王皇
实习生 田黎明） 近日有市民

反映，小清河北路最东边约1 . 5公
里路段被渣土和垃圾占道，本身就
不宽的路面更不好走了。

6日，记者在小清河北路从孟
家村向南过了济青高速后，就看到
了市民所说的路段。这段约1 . 5公
里的小清河北路，约两车道宽，不
过北侧路面堆满了渣土和垃圾，大
部分覆盖了一层绿色的篷布，占去
了一半的路面，高约1米。由于路面
太窄，不少车只能开到渣土堆或者
路沿石上。

历城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路段并不在城区机扫范围
内，清扫由华山街道环卫所负
责。该路段的渣土堆积已约有两
年，已经很难找到违法倾倒的主
体，所以清运的费用就比较难解
决。此前已有市民反映，城管部
门联合街道办对沿路的渣土进
行了覆盖。

华山街道环卫科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路段中大约一半在华山街
道辖内，环卫科已经在清理垃圾。
不过，由于该区域在拆迁区域内，
所以卫生条件比较难保证。

小清河北路最东段
被渣土和垃圾占了一半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范佳 通讯
员 杨晓琳） 4月6日，历下区人民政
府发布济南中央商务区旧城改造项目
以及济南中央商务区安置区旧城改造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这
标志着济南中央商务区房屋征收工作
进入新的阶段。

根据公告内容，济南中央商务区旧
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为东至大辛河、西
至规划路、南至经十东路、北至工业南
路。西侧边界：银座汽贸西墙向北——— 姚
家路50-3号向东——— 姚家路99号西墙向
北——— 工业南路84号西墙。南侧边界：银
座汽贸西墙向东——— 洪山路向北——— 姚

家路向东——— 省档案馆东墙向北——— 解
放东路向东——— 奥体西路。济南中央商
务区安置区旧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为东
至中央商务区西边界、西至规划路、南至
政法学院、北至工业南路。

据了解，两个项目共涉及被征收居
民5094户，被征收居民可以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两种补偿方
式。按照选择补偿方式的不同，房屋签约
期限有所不同。选择货币补偿的征收补
偿签约期限为：2016年4月16日至2016年
5月30日，总计45天。选择产权调换补偿
方式的征收补偿签约期限为：2016年6月
18日至2016年8月31日，总计75天。

济南中央商务区（安置区）旧城改造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

可可选选择择货货币币补补偿偿或或产产权权调调换换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杨姣

一晚上收到多条

171打头的诈骗短信

“胡××，这个你看下。”
市民胡先生最近一晚上接连
收到两个“朋友”发来的短
信。内容很简单，开头直呼自
己的全名，后面是让自己看
一个链接，短信的最后还署
着朋友的全名。

“点开就会被木马挟持，
然后自动以你的署名向你通
讯录朋友发木马短信。”胡先
生说。再看发信息的号码，都
是171打头。胡先生说，最近
的诈骗短信都是这个号段发
过来的，迷惑性比较大，估计
中招的人不少。

据了解，2013年底工信
部审批通过了虚拟运营商
170专属号段，并于2014年开
始投入市场使用。今年1月份
171号段也正式投入使用。但
根据日前央视曝光，市面和
网络上出现了一批170和171
号段的手机号码，不用实名
登记就能买到，因此成为诈
骗分子的“香饽饽”。

据报道，近日腾讯公司
发布的第一季度《反电信网
络诈骗大数据季度报告》也
显示，从今年3月份开始，以
171开头的电话号码诈骗活
跃度急剧上升，以170开头的
电话号码诈骗活跃度则有了
较大下降幅度。

街头“黑卡”多，无

需实名认证就能买

自2015年9月1日起，电
信企业要求各类实体营销渠
道销售手机卡时，必须核验
用户本人身份证件。但记者
走访发现，无需进行实名认
证的手机卡在市面上依然有
售，在车站以及高校附近都
不难找到。

历下区某高校附近，有
不少出售手机卡的小摊位。
其中不少摊位都是临时性
的，只有一块白板和一辆电
动车。在和平路一带，记者随
机询问了四个摊位，摊主均
表示无需进行实名认证就可
以购买手机卡。和营业厅出
售的手机卡相比，他们的手
机卡便宜得多，而且套餐也
更实惠。“营业厅卖150元一
张的卡，我们这只需要100块
钱。”一位摊主介绍。

其中就不乏170、171号
段的手机号。“40元一张，170
和171号段都有，680分钟全
国免费通话。”一位摊主向顾
客推荐。据他介绍，他卖的
170号段走的是联通网络，但
不能像普通联通号码一样通
过营业厅缴费，需要从网上
充值。

摊主介绍，自己卖了好
几年的手机卡，买170、171号
段的人不少，很多人都是因
为不用实名，临时买来用，话
费用完就扔了。

监管力量薄弱，170/

171号段受骗子热捧

根据360手机安全中心
的相关数据统计，2016年1月
1日至今，170/171号段诈骗
短信总量达到70 . 83万条，其
中9成以上都是汇款诈骗，危
害极大。据央视报道，温州市
反诈骗中心接到报案的3000
多起电话诈骗中，170号段的
约占三分之一以上。

“无论是移动、联通还是
电信都需要实名登记才能办
卡。而170、171号段的号码是
虚拟号，不用实名认证就可

以办。”某通信运营商客服人
员介绍。170、171号码段属于
转售的卡，由其他公司负责，
不属于运营商，也没有单独
的部门去监管。

360手机安全中心工作
人员陈女士表示，自“史上最
严”手机号码实名制实行以
来，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电信诈
骗，但是170、171号段的手机
号码仍然可以无实名登记就
可以买到，多家虚拟代理商也
都可以不需身份验证即可使
用。这些“优点”都让电信诈骗
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而由于没有实名登记，
一旦不法分子实施了诈骗，
很难进行查询核实。此外，
170、171这一类号码段一般
具有免月租、无漫游等特点，
可以为不法分子极大地降低
成本，这也成为他们“热捧”
该号段的原因。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接到
此类电话不要轻易相信，需要
核实对方身份。另外，安全专
家建议用户谨慎对待陌生号
码发来的短信，尤其涉及中
奖、支付、兑换积分、银行卡故
障等内容，更不要随意点开陌
生短信中的网址。

最近，市民胡先生接连收到朋友署名的短信，但点
开其中的网址链接会立刻被木马挟持。这些短信有一
个共同点，都是171打头。而省城街头不少小摊点都无
需实名登记就能买到这些号段的手机卡。

在张养浩
墓公园，一名
儿童在没有家
长和经营者看
护 的 情 况 下
下，在充气城
堡玩耍。

小清河北
路 最 东 段 约
1 . 5公里路段
一半被渣土和
垃圾侵占。

街头处处可见这样的手机卡售卖点。 本报记者 万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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