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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信息不要点，骚扰电话勿回拨
长沙移动今年以来配合侦破伪基站及恶意呼叫案件近30件
11月5日，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侦大队
向长沙移动公司送来一面“打击犯罪 保障有力”
的锦旗， 感谢长沙移动公司配合侦破多起伪基
站案件。
2015年以来，在长沙移动公司技术支持下，
联合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公安部门，针对城区利
用伪基站设备违法发送短信的犯罪活动进行专
项打击。
记者从长沙移动了解到，这样的案件今年已
查处近30起，缴获伪基站设备三十余台，抓获犯
罪嫌疑人77名。并且长沙移动协同长沙市公安局
对4起利用伪基站发送10086和95533诈骗信息
■记者 杨迪
的案件立案判刑。

伪基站社会危害严重
由于电信运营商都已 启
用了垃圾短信拦截系统，通
过手机发送垃圾短信的号码
会被马上停机， 所以利用伪
基站发送垃圾短信和诈骗信
息成为了犯罪分子主要的作
案手段。
伪基站设备不通过运 营
商的通信网络，能够搜取一定
半径内的手机卡信息。由于伪
基站的信号强度远远大于运
营商基站的强度，会强制其覆
盖范围内用户从运营商网络
切换到伪基站网络，然后恶意

发送垃圾广告短信。
伪基站扰乱通信秩序、威
胁通信安全，严重干扰用户正
常通信， 危害用户合法权益，
开展打击治理刻不容缓。
利用伪基站发送 商业 广
告或诈骗信息，成本低，发送
量大，隐蔽性强，流动性大，覆
盖范围大，利润高，由于信息
发送数量巨大，行骗者每天可
以轻松收入近万元。正是在暴
利的诱惑下， 许多人以身试
法，逐渐形成了一条伪基站黑
色产业链。

专项行动打击治理
据了解，目前我省已成立
省、 市两级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和办事机构， 公安机关负责伪
基站涉嫌犯罪案件的查处工
作； 通信管理部门负责指导运
营商开展伪基站案件线索收
集， 配合做好案件现场查询定
位和调查取证工作， 并做好证
据保全而后进行损失评估工
作，为案件侦办提供技术支持；
无线电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地伪
基站的查处工作， 技术受理举
报， 充分利用行政处罚手段加
大处罚力度， 并配合公安机关
侦办案件；工商、质监部门加强
市场监管，集中整治生产、销售

厂家及广告商。
“为保障广大移动用户无
线网络的质量， 在发现伪基站
问题苗头后， 公司领导高度重
视， 第一时间采取了积极的应
对措施，围绕如何发现、定位、
查处伪基站， 制定了配合公安
机关开展打击伪基站工作的
‘线索上报、现场定位、证据提
供’三个步骤，形成联防联控，
对伪基站进行了有效打击。”长
沙移动负责人说， 目前伪基站
排查打击工作已纳入常态化工
作流程， 下阶段将积极配合公
安机关等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大
伪基站打击力度。

最高可判无期徒刑,罚70万元以上
2014年4月3日，最高法、
最高检、 公安部等部门出台
《关 于 依 法 办 理 非 法 生 产 销
售使用伪基站设备案件的意
见》，规定了非法生产、销售、
使用伪基站违法犯罪行为，
可依法以非法经营罪、 破坏
公用电信设施罪、诈骗罪、虚
假广告罪等8项罪名追究刑
事责任。
据了解，在省外，近年深
圳已有一起全国首例入刑的
伪 基站 案件 。2013 年 12 月 30
日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对
使用伪基站设备发送短信的
两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两
被告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
月和一年二个月，判决现已生

效。在省内，省委正在推动加
快我省地方立法进度，将伪基
站处罚由罚款5000元提高到
最高可罚款15万元，尽快完成
立法手续。
长沙市公安局刑侦大 队
民警介绍，目前利用伪基站发
送诈骗短信进行诈骗，造成人
民损失的案件，已经占到公安
局受理诈骗案件的大部分。因
此对于伪基站的案件，公安部
门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
起，并且常抓不懈。目前长沙
移动公司已经配合公安部门
破获多起案件，对于其中发送
10086和95533短信， 冒充移
动公司和建设银行的几起案
件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判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侦大队给长沙移动公司送锦旗。

一天发送40万条骚扰信息

相关法律法规

今年5月底， 大量用户投
诉反馈收到10086积分兑奖诈
骗短信。根据反馈信息，长沙移
动展开专项行动， 通过技术手
段精确定位犯罪分子所 在位
置， 并联合警方将这个设在宾
馆内的伪基站窝点捣毁。 长沙
移动工作人员介绍， 此前查处
的大多数伪基站案件都是在流
动车内，而这次查获的案件中，
犯罪分子则是将基站设在位于
人流、车流量大的十字路口。
据了解，伪基站设备运行
时，用户手机信号被强制连接
到该设备上，无法连接到公用
电信网络，以致影响手机用户
的正常使用。根据现场电脑记
录的数据显示，仅这一个伪基
站当天发送的信息就多达40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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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可呼叫上万次

4

手机 用 户 反 映 经 常 接 到
一些陌生电话，这些电话一打
通就挂机， 根本来不及接，回
拨回去以后一般是有语音 播
放提示用户中奖之类、 广告、
重金求子等欺诈信息。这种电
话被称为“恶意呼叫”。
5月初， 长沙移动通过技
术手段对恶意呼叫窝点进行了
精确定位。5月5日夜间，长沙移
动联合长沙县公安机关对五个
窝点进行突袭抓捕行动。 抓获
嫌疑人一名， 缴获非法自动拨
号手机857部、手机卡1139张，
改装手机充电器一批。 嫌疑人
通过给大量手机安装自动拨号
软件程序进行“随意”拨号，每
小时呼叫可达万次。
经犯罪嫌疑人现场指认，
这五个“恶意呼叫”窝点均为
其一人操控。其诈骗方法为富
婆重金求子，诱骗受害人交诚
意金。目前，林某琛因涉嫌电
信诈骗罪被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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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罪
非法使用
“
伪基站”设备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追究刑事责
任；同时构成虚假广告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处
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
非法使用伪基站设备干扰公用电信网络信号，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追究刑事
责任；
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 或者一万以上用户
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即发送短信1万条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
条第一款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诈骗罪
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发
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可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
规定酌情从严惩处：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诈骗罪（未遂）
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
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
（一）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
（二）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数量达到前款第（一）、（二）项规定标准十倍以上
的，或者诈骗手段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
六条规定的
“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湖南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第三十六条
设置、使用盗用公众移动通信频率、窃取通信终端信息的非法移动通信基
站，发布或者传输法律、法规禁止信息或者发送商业性信息侵扰公民的，有无
线电管理机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设备，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以下的罚款；有
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超过十万元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提醒
用户 收到 带网 址 链 接 的
短信， 千万不能点击链接，否
则手机很可能会中木马病毒。
如果登录了钓鱼网站，则千万
不能填写个人银行账号信息，
否则会被骗走账号存款。此
外，可以拨打运营商客服电话

进行投诉，并告知接收短信的
具体地点，方便调查。
同时，用户接到恶意呼叫
电话后， 切勿回拨陌生号码，
避免上当受骗。此外，还可通
过安装手机安全软件，自动识
别骚扰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