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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周刊A11

“恭喜你，你在 xx 公司抽
奖活动中幸运地抽中一等奖，
请提供你的邮寄地址，并汇入
xxx元投递费用给这个帐号。”

您是不是对以上的短信
内容感到似曾相识？ 在现实生
活中，警惕心很强的您也许立
即就把它删除了，但也有一些
人却不小心上当受骗，蒙受损
失。 近年来，包括电话、短信等
各种形式的电信诈骗层出不
穷，2013 年， 仅公安部门有案
可查的电信诈骗， 就超过 30
万件，涉案资金总额高达一百
多亿元人民币。

对此， 中国移动有关负责
人表示， 电信诈骗不仅损害了
消费者的利益， 也对运营商的
业务运营和企业形象造成严重
危害。 本着“客户为根，服务为
本”的理念，中国移动积极利用
各种技术和管理手段配合有关
部门对对电信诈骗进行严厉打
击，全力保护客户的利益。

中国移动综合采取来电
提醒及拦截等方式， 对国际
诈骗电话呼叫进行有效治
理。 针对伪装成任意电话号
码进入到中国移动网络的国
际来电， 中国移动通过采用
在国际关口局对主叫号码加
前缀的方式（长于 8 位号码
加“00”、否则加“000195”），以
提醒用户此为国际来话。 同
时，2013 年 6 月开始，根据工

信部《关于加强国际来话中
“＋86” 主叫号码传送管理的
通知》要求，公司在国际局对
“＋86” 开头的违规国际来话
实施了拦截， 目前月均拦截
约 207 万次。 近期，中国移动
围绕封堵和拦截国际诈骗电
话开展专项研究， 并迅速在
现网开展试点， 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 目前月均拦截国际
诈骗电话呼叫 3000 余万次。

与此同时，针对网间虚假
主叫，中国移动已建设了全国
虚假主叫集中管控平台，对国
内网间来话、主叫号码为中国
移动手机号码的虚假呼叫进
行实时监控。 目前月均拦截虚
假主叫约 3800 万次； 针对网

内虚假主叫，中国移动采取主
叫白名单管理的方式，将专线
用户的主叫号码号段纳入白
名单，对未在白名单里的主叫
号码号段进行限制呼叫，防范
诈骗电话在网内落地。

针对近年来出现了不法
分子利用“伪基站”发送诈骗
类垃圾短信的事件，中国移动
自主研发了“伪基站”监测工
具，实现对“伪基站”的自动侦
测、筛选。 公司创新提出了“全
面监测、分头取证、集中抓捕、
扩大战果” 的治理工作思路，
在中央网信办牵头开展的“打
击整治伪基站专项行动” 中，
中国移动共配合执法机关侦
破伪基站案件 2494 例， 缴获

设备 2936套，抓获犯罪嫌疑人
3776名。

中国移动有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不懈努力，中国移动
在电信诈骗治理工作上取得
了较为明显的成效。 但不法分
子的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整体
治理形势依然严峻。 对于用户
而言，最为重要的还是要增强
防范意识，如果收到疑似诈骗
类电话或短信，应第一时间向
公安机关报案。

中国移动同时也呼吁，打击
电信诈骗需要全社会、 群策群
力、标本兼职。 有了法律法规的
健全，技术手段的完善，防范意
识的提升，才能让违法犯罪分子
无机可乘。

中国移动治理电信诈骗显成效
11月 24日，由中央网信办等部委主

办的首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作
为宣传周重要组成部分的“感知身边的
网络安全”公众体验展在北京正式开展。
体验展中， 中国移动展台分六大板块全
面系统了展示了竭力维护网络信息安全
的重点举措， 并向广大用户作出了信息
安全风险，提供了防护建议，吸引了众多
观展者的关注。 据悉，中国移动历年来大
力开展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成效明显。

此次“感知身边的网络安全”公众
体验展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 中国
移动展位位于 C 馆 9 区， 展示内容涉
及公司信息安全组织责任体系、“伪基
站”治理、手机恶意软件治理、垃圾短
信治理、 手机淫秽色情信息治理以及
电信诈骗治理等多个方面， 采用现场
视频演示、 专人讲解及互动体验等多
种形式， 向社会各界展示和介绍公司
网络信息安全工作的开展情况及取得
成效。

近年来，利用手机垃圾短信、恶意
软件等侵害消费者利益、 危害信息安
全的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 对此，中国
移动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没
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没有信
息化就没有现代化”的精神，坚持“客
户为根，服务为本”，以不良信息集中
治理为突破口，通过组建专门机构、充
实人员队伍、强化技术支撑、完善治理
机制， 将网络信息安全工作做深、做
广、做优、做精，全面实现了“安全规划
有体系，安全运营有落实，安全支撑有
手段，安全保障有团队，安全工作有成
效”的“五有”目标。

截至目前， 中国移动网络信息安
全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效， 月均
拦截垃圾短信 8亿条，月均处置发送垃
圾短信违规号码 422万个；月均封堵淫
秽色情网站 1.2 万个；月均监测处置恶
意软件 6200种； 月均处置诈骗电话号
码近 2000个； 月均拦截国际诈骗电话
呼叫 3000 余万次；月均处置“响一声”
违规号码 18万个。在今年打击整治“伪
基站”专项行动中，中国移动配合执法
机关共侦破伪基站案件 2494 例， 缴获
设备 2936套。

中国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进
一步加强工作力度， 不断提升信息安
全管理能力与水平， 尽己所能为广大
用户营造清朗的网络天空， 为国家安
全与社会稳定贡献力量。

中国移动参加首届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感知身边的网络安全”
公众体验展

近日， 中国移动月拦截垃圾短信 8
亿条。 2014年 1-10月份月均垃圾短信
投诉量同比下降 67%.

中国移动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垃圾短
信治理工作， 创新实施并不断深化垃圾
短信等不良信息的集中治理工作。 一方
面，公司建立了中国移动（洛阳）信息安
全运营中心， 对垃圾短信等不良信息进
行集中发现、集中研判、集中处置，形成
了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 另一方面，
公司投资数亿元建设了全国统一的集垃
圾短信等各类不良信息监测、研判、封堵
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集中管理平台，
实现了处理的自动化、智能化、实时化，
持续提升了治理效率。 目前中国移动月
均拦截垃圾短信超 8亿条， 处置违规号
码 422万个。

同时， 中国移动还开通了包括
10086 热线 、10086999 短彩信举报平
台、 门户网站等多个免费举报渠道，
配置专人专岗接受客户对垃圾短信的
投诉举报， 确保举报与投诉得到及时
处理。

中国移动
月拦截垃圾短信 8 亿条

中国移动推出自主品牌车机
和OBD产品

中国移动自主品牌车机
具备 4G 通信功能并内置丰富
应用。 车机采用 10 英寸高清
电容屏， 分辨率可达 1024×
600， 内置最新车载工业级
TD-LTE 模组， 具备语音通
话、短信收发、数据传输等功
能，支持移动 2G/3G/4G 全模
式 ， 最 高 下 载 速 率 可 达
100Mbps。 装有在线视频、音
乐、听书等车载 APP，可为用
户带来家庭影院级的视听体
验。 不仅如此，车机还可变身
为车载路由器，提供车内 Wifi
热点共享，实现车内多媒体内
容分享、多屏互动，为用户带
来前所未有的创新性体验。

在现场体验中，展示了强
大的语音识别功能，通过语音
指令即可实现播放歌曲、看股
票、查天气、搜航班、搜美食、
打电话、发短信等功能，在响

应速度和人机交互体验方面，
都堪比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车机将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加
便捷、更加智能的驾驶体验。

OBD 是中国移动推出的
另一 4G 车联网新品， 兼备移
动路由器和智能车载诊断双
重功能。

OBD 的车载 4G 热点功
能为用户解决了外出只能用
3G 刷网页、 想玩手机只能回
家开WiFi的问题。 有了 OBD
的热点，用户可以在车里查实
时路况、听音乐、浏览社交网
络，享受优质的 4G网络服务。

用户在出行前，可以通过
OBD 查看电压、故障码；抛锚
时，可以了解车况、进行远程
诊断；下车后，可查看手刹、车
门等。有了OBD护航，驾驶将
更加智能。

目前市场上推出的车载
电子产品虽然具备上网功能，
但所产生的流量需要用户单
独购买相关套餐，且后续还需

要充值，过程十分繁琐。 此次
中国移动推出的两款产品替
广大用户解决了这一难题，用
户只需绑定手机号就可轻松
实现统一付费。

中国移动围绕驾驶生活，
汇聚了多种爱车服务资源。 用
户能通过车机、OBD， 自助进
行车辆体检、到店维修，让保
养更加透明、便捷。 车辆发生
事故时，用户可以通过中国移
动车联网服务平台呼叫救援，
联系技师诊断车辆状况，可选
择远程指导或到店维修。 此
外，购买中国移动车联网产品
的用户还可享受保险优惠。

中国移动已经初步构建了 4G
车联网产品服务体系

中 国 移 动 借 助 4G?
TD-LTE的先发优势和资源整
合能力， 可为用户提供从专网
通道、 车载终端到应用服务的
涵盖 4G车联网“云 -管 -端”

各业务环节的产品体系， 提供
让车主用得起、 用得好的车联
网服务。

面向车主， 中国移动让利
给车主，实现车载 SIM 与车主
手机共享话费、流量、增值业
务（音乐、听书、视频等），实现
车主 SIM 和手机账户合户缴
费，降低车主使用门槛。

面向车厂， 中国移动提供
车联网专网服务及内容应用
深度合作，提供适应车辆生产
全生命周期的各档套餐，如测
试期套餐、 商用服务套餐、保
号套餐等。

借助移动互联网运营模
式，结合移动公司特点，采取线
上线下两种渠道开展前向推广
经营， 线上短期内将由京东面
向用户销售中国移动 4G 车联
网终端，线下 4S 店、汽配城等
展开合作， 如庞大汽贸集团旗
下 4S店展开合作，合力推广车
联网终端和 SIM 卡代理合作，
同时加强后向合作经营， 与平
安保险、 人寿财险等数十家保
险公司合作， 面向最终用户提
供优质保险服务， 与庞大集团
合作面向最终车主提供质优价
廉的车辆保养维修服务。

车联网已成为诸多企业争
相追逐的蓝海市场， 自全力建
设 4G 网络以来， 中国移动也
将其作为重点发展的行业应用
之一。 中国移动将积极探索车
联网未来发展的方向， 以全新
的产品、先进的技术、贴心的服
务，满足车联网行业领域需求，
为用户开启智慧新生活。

引领智慧车生活
中国移动重磅推出 4G车联网产品及服务

2014 年 11 月 20
日，中国移动正式推出车
联网服务以及自主品牌
的 4G 多功能车机、车载
路 由 诊 断 设 备（OBD）
（che.10086.cn）。 此次
推出的产品经过全新的
设计及适配，引入多方服
务资源，以满足广大用户
的个性化需求。 产品将于
2014年 12 月开始预售，
2015 年 1 月正式发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