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基揭秘”网站23日
再爆一批据称属于美国中
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显示
中情局至少从2008年开始
就侵入苹果手机供应链。

“维基揭秘”最新披露
的12个文件， 揭露了中情
局将恶意代码植入苹果
Mac电脑和iPhone手机的
技术手段， 其中包括使用
恶意代码感染固件， 这意
味着即便重新安装操作系
统， 恶意代码也会继续存
在于被感染设备中。

“维基揭秘” 指出，一
款代号“黑暗天空”的恶意
代码植入软件到2008年已

是1.2版， 安装在新出厂的i-
Phone手机上， 这意味着中
情局至少从2008年就开始对
iPhone手机供应链进行攻
击。 中情局还通过阻截邮件
订单和其他进出美国的货
物，对货物开箱、感染并重新
发货等手段， 感染目标机构
的供应链。

针对“维基揭秘”发布的
信息， 苹果公司当天发表声
明说，经过初步评估，所有i-
Phone手机漏洞只涉及3G手
机，并已在2009年修复；所有
2013年后上市的Mac电脑的
漏洞都已得到修复。

■据新华社

英国伦敦警方23日说， 伦敦恐
怖袭击中被击毙的犯罪嫌疑人已确
认为52岁、出生在英国的哈利德·马
苏德。

伦敦警察局的发言人说， 马苏
德22日驾驶一辆汽车在议会大厦附
近冲撞人群，后下车持刀行凶，最终
被警方击毙。

发言人说，马苏德曾因非法拥
有武器、违反公共秩序等罪名被指
控，但从未以任何涉及恐怖主义活
动的罪名被定罪。警方承认未能事
先获得马苏德要进行袭击的相关
情报。

恐怖袭击发生后， 英国警方在
伦敦、伯明翰等地抓捕8人，但警方
并未透露抓捕行动是否与恐怖袭击
有关。 ■据新华社

财政部24日对外通报
了多起对地方政府或金融
机构违法违规融资举债行
为的问责处理结果， 除责
令限期整改， 给予多名相
关责任人党内警告、 行政
撤职等处分， 严重的还进
行了司法追责。

据了解， 此次通报来
源于审计线索， 经核查确
认后财政部于今年1月分
别向重庆市和银监会反映
了个别区县和部分金融机
构违法违规融资举债担保
问题， 重庆市和银监会高
度重视， 及时进行了整改
和处理。

根据重庆市反馈的整
改结果， 黔江区财政局分

别为黔江区教委与上海爱建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和江苏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1.2
亿元和1亿元融资租赁合同
提供相关担保文件。目前，黔
江区财政局的担保责任已被
解除， 融资平台公司———重
庆鸿业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偿还债务。

银监会表示，关于江苏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为
重庆黔江区教委提供融资
问题，江苏金融租赁公司已
与重庆市黔江区教委签订
了《合同结束协议》， 并于
2017年1月24�日收回了全
部未偿债务，两笔项目全部
终止。

■据新华社

2017.3.25��星期六 编辑 戴岸松 图编 杨诚 美编 刘湘 校对 曾迎春A09 时事纵横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在回
答有关菲律宾邀请中国军舰访菲的
提问时表示， 中菲两国有关方面正
就此保持沟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3日表示，菲
律宾将邀请中方军舰访菲。 中方是
否会接受菲方邀请？

华春莹说， 军事交流与合作是
中菲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两
国关系的改善， 中方愿同菲方在有
关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关于中国军舰访菲， 据我了
解， 两国有关方面正就此保持沟
通。”她说。 ■据新华社

近年来，面向工薪族、高校
学生等人群的“现金贷”异军突
起， 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发展
最为迅猛的业务类型之一。但
是，利率过高、野蛮催收、滥用
个人信息等问题层出不穷，为
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埋下了
隐患。

现金贷市场
巨头和初创公司并存

“借款2000元， 一周还款，
利息100元。” 记者在一款名为
“大小贷”的手机软件上看到了
这样的信贷产品。算下来，其年
化利率高达260%。类似的贷款
软件还有不少。

网贷之家CEO石鹏峰告诉
记者， 现金贷是消费金融领域
的一类产品，主要指期限短、金
额小、 没有明确用途的信用贷
款产品。

之所以强调“现金”二字，
是对应分期贷款而言。 分期贷
款是消费者在购买具体产品时
产生的需求， 资金直接打给商
家，不经过消费者；而现金贷无
明确用途， 资金打给消费者，
“真金白银”直接到手。在牌照
管理方面，监管政策并不明确。
目前，持有消费金融牌照、小贷
牌照的公司以及一批P2P公司
都在从事此类业务。

近年来，现金贷发展迅速。

无论是腾讯、 阿里、 京东等巨
头，还是大大小小的初创公司，
都纷纷开展这一项目。 记者发
现， 大公司的现金贷产品可贷
金额更高、利率更低、还款期限
长， 而中小公司的产品可贷金
额少、利率偏高、期限短。

贷款对象
月薪3000元以下人群

石鹏峰表示， 目前中小平
台的现金贷产品，与美国的“发
薪日贷款”类似，通常是指借款
金额数千元、 借款期限30日以
内的信贷产品， 面向社会中低
收入阶层。根据研究机构“清流
消费金融” 的统计， 目前我国
“发薪日贷款”的至少有30家公
司，包括搜狐、国美和拍拍贷等
知名企业。

互联网金融研究机构“零
壹财经”CEO柏亮告诉记者，国
内现金贷主要面向的是月薪
3000元以下的蓝领人群、 刚开
始工作的年轻白领人群和大学
生群体。其中，发薪日贷款主要
面向的是蓝领人群， 其日常消
费需求旺盛， 却难以享受传统
信贷服务， 互联网金融由此获
得了生存空间。

“百度指数”显示，在百度
搜索“现金贷” 关键词的用户
中，男性占比80%，30-39岁的
用户最多，占比46%。

记者24日从中国铁路总
公司获悉， 针对近日曝光的
“奥凯问题电缆”一事，铁路部
门展开全面排查，相关铁路企
业已对奥凯公司提供的电缆
实施更换。

中铁总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铁路部门对“问题电缆”一
事高度重视， 迅速组织专门力
量， 对铁路在建工程项目中施

工单位采用奥凯电缆的情况进
行全面排查。目前，有关铁路企
业已对宝兰、西成、渝黔、兰渝
等铁路项目中奥凯公司提供的
电缆实施更换。

该负责人表示， 铁路部门
决不容忍任何安全隐患， 确保
铁路运输安全。对于问题电缆，
铁路部门将依法查处， 依法维
权。 ■据新华社

准入无门槛，“现金贷”发展猛存隐忧
利息高、野蛮催收、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层出不穷

现金贷产品虽然弥补了传
统金融服务的不足， 让蓝领们
拥有了享受信贷产品的权利，
然而， 诸多问题与风险也不容
忽视。

首先，“现金贷” 很大程度
上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 对于
准入门槛、监管部门、业务限制
等，都没有明确规定。

其次，对于现金贷运营平
台来说， 要面临骗贷风险。石
鹏峰表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
系尚不成熟，平台必须通过多
个维度、多种手段进行反欺诈
甄别。

第三， 部分中小平台设置
的信贷利息过高， 与高利贷无
异，不受法律支持、保护。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平台
故意将利息水平设置得极低而
提高费用， 甚至费用是利息的
10倍多，是在打政策的擦边球，
依然属于违规行为。

第四， 部分中小平台滥用
个人信息进行催收。 饱受指责
的“裸条”事件其实就是现金贷
的乱象之一。 出借资金的平台
滥用借款人信息， 向借款人好
友发送借款人照片， 以此威胁
还款，是不正当的商业行为。

“现金贷有它存在的合理
性，但是高利息、违规催收等行
为是不合规的， 也是不可持续
的。”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
究室主任曾刚说。

■据新华社

隐忧

对准入门槛无规定
诸多问题与风险也不容忽视

3月23日，在日本东京，森友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左一）在国会作证。日本森友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23日在
国会作证时重申，他从首相安倍晋三妻子安倍昭惠处收到“来自安倍晋三”的100万日元（约合6万元人民币）捐
款，并表示在森友学园低价购得国有土地问题上“应该有政治性干预”。 新华社 图

中铁总全面排查“奥凯问题电缆”

“维基揭秘”：中情局侵入苹果手机
供应链近十年

财政部通报多起违法违规融资举债事件处理结果

多名责任人被党内警告、撤职
中菲正就中国军舰
访菲保持沟通

伦敦恐袭中被击毙
犯罪嫌疑人身份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