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
信息举报受理中心的数据显
示，今年7月份,举报中心共收
到举报涉嫌骚扰电话6.3万件
次。其中内容为贷款理财类、
违规催收类和房产中介类的
举报信息居前三位， 占比分
别为30.9%、21.0%和14.0%。

对于骚扰电话的治理，
监管部门已在不断强化举
措。日前，工信部、最高法、最
高检、 公安部等13部门印发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

动方案》，决定自2018年7月
起至2019年12月底，在全国
开展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
项行动。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方
案》 对于强化运营商责任，严
控传播渠道方面也做出明确
规定。其中包括对于“95”“96”
“400”等码号资源，各基础电
信企业要按照“谁接入谁负
责”的原则，严格语音线路
和用户资质审查，规范资源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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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之痛不能无解。独立
电信分析师付亮表示， 同样
的困境也曾经出现在400号
段的电话上。400号段作为
电信运营商为企业提供的服
务专线， 一段时间内曾被不
法分子利用， 不少400电话
成了推销、 骚扰或者诈骗电
话。但到了2016年，工信部
联合运营商大力整治400电
话，400电话骚扰诈骗情况
大有好转。170/171也曾是
骚扰电话甚至诈骗电话的重
灾区， 而伴随实名制的严格
执行， 以及用户的认知度提
升，170/171号段的骚扰电
话也在逐渐减少。 这也意味
着，对“952”开头的骚扰电话
监管也绝非无从下手， 不妨
借鉴400电话的管理模式，
从此类电话的“落地”环节作
为切入口。

杨启波建议，加强对952
号段的骚扰诈骗监管， 可充
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
法等互联网监管技术， 建立
预警熔断机制， 对于频繁使
用录音方式呼出的号段进行
限制， 对于将号段违法分租
给他人的企业纳入失信名
单，从源头端规范企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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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开头的骚扰电话激增，谁是黑手
运营商：涉及企业用户，不会全号段屏蔽 支招：可开通防骚扰来电号码提醒

继170、“400”之后，很多网友吐槽，近期很多952
开头的8位数电话号码打来，不胜其烦。即使把这个号
码拉入“黑名单”，但不久仍有同类电话不断打入。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4月以来，以9520、9521开头
的骚扰诈骗电话号码数从800余个激增至8500余个，
影响人群从每日24万余人升至410万余人。 如何才能
杜绝这些骚扰电话？

■记者 杨田风

【400、800�开头】400、
800�开头的电话是骚扰电话
的重灾区，很多企业或个人
常常利用这些电话来推销。

【00�开头】 以00�开头
的电话通常是国际来电，
也是当前骗子常用的方
式，应特别引起警惕。

【显示“未知号码”】这基
本来源于网络电话，并不是来
电显示功能坏了。但现在也有
可以显示号码的网络电话，如
“任意显号” 网络电话（即将
号码显示成任意号码）， 因此
接到陌生号码时，一定要提高
警惕。

观点

普通用户怎样做才能尽
量减少被骚扰甚至被损害？

网络安全服务商360安
全专家表示，对于普通用户
来说，接到骚扰电话首先可
以及时举报。其次，可以考
虑采用相关的技术和服务
加以屏蔽。目前市场上不少
手机已有标记及识别功能，
一定程度上可以提示部分
可疑电话；同时用户也可通
过下载安全软件，来对骚扰
电话进行拦截；还可致电运
营商开通防骚扰来电号码
提醒；更重要的是提高安全
防范意识。

最近， 三湘都市报记者接
到不少市民反映， 称自己被一
类95开头的8位数营销电话骚
扰，有的是推销茶叶、房产，有
的是推销教育培训， 听起来像
是非常机械的录音播放。

市民李女士翻着手机记录
告诉记者，从上个月开始，陆续
接到这类号码，一开始觉得9字
头的号码有点特殊都接了，到
后面发现全是骚扰电话。

还有网友在平台上发帖询
问，“前段时间常接到9521开头
的电话，基本全是骚扰电话，列
入黑名单后没有接过， 有时一
天 几 个 ， 例 如 952101**、

952103**，等等，大多数8位，有
时9位。而且这个号码打过来时
也没有区号前缀。 请业内人士
能否解释一下， 这个类型的号
码如何形成的， 是改号的号码
还是真实的，谢谢了。”

根据腾讯手机管家提供的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以来，
以9520、9521开头的骚扰诈骗
电话号码数从800余个激增至
8500余个，影响人群从每日24
万余人升至410万余人。腾讯手
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波介绍，
由于部分知名企业客服电话也
以95开头，所以，这类骚扰诈骗
电话具有较强迷惑性。

“95”开头骚扰电话激增

这些“95”开头的电话到底
是哪里打来的？ 根据读者提供
的信息， 记者尝试回拨了3个
“95”开头的号码，两个是“空
号”，一个“无法接通”。

记者随后联系上一家名为
信通网赢的服务商， 业务人员
介绍， 公司提供95号段的群呼
服务，会提供后台控制系统，直
接在网络上操作即可实现群
呼，按通话时长计费，8分钱/分
钟。当记者提出，此类呼叫是否
违规？是否受监管，对方表示，
公司拥有正规的呼叫中心资
质， 线路也是直接从运营商购
买而来， 提供的服务都是经过
运营商授权的。

之后， 记者又联系上武汉
一家通信服务商， 工作人员表
示， 他们一般不推荐 9�字开头
的 8�位号码， 这类号码虽然不
显示归属地， 但一眼就能识别
出是营销电话， 所以接通率不
高，就算有客户真有意向，这类

号码无法回拨，也是一大缺陷。
据 《电 信 网 编 号 规 划

（2017年版）》 报告显示，95号
段号码规划用于跨省/全国范
围内统一使用的客户服务短号
码、电信业务接入号码等。这些
号码一般是由企业申请， 国家
工信部或者各省、 市通信管理
局核发， 运营商为其提供开通
服务。

接到这些骚扰电话，消费
者是否可以维护自己的正当
权益？而这正是骚扰电话的模
糊地带之一，即很难界定这类
客服电话是否构成骚扰。“因
为如果你是客户，那么商家用
客服电话回访是完全正常的，
或者你有此类需求，接到相应
的营销电话也许不会反感。但
是如果你根本没有需求，而被
撒网式地打了一通电话，那么
就难免成为骚扰。” 湖南本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如
是说道。

不显示归属地，无法回拨

“真正9字头号段的使用范
围类似于400企业服务号，同时
具有相对更严的资质要求，因
为9字头相比400功能更强。”另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一些网
络电话实际上可以通过改号等
方式显示任意号码， 因此不排
除一些骚扰电话使用了技术手
段假冒号段， 伪装成9字头来
电， 目的恰恰在于博取接听者
的信任度。同时，也不排除个别
增值服务商拿到相关号段后，
将其中部分资源转授与其他相

关企业使用， 这些企业可以在
原本的比如6位号码后续加尾
号， 上述人士举例指出，“比如
后缀增加两位， 就意味着有
100个临时号码可用”。

通讯企业是否可以承担起
屏蔽或过滤骚扰电话的权责？
然而， 三大运营商方面的回复
是， 由于不少企业的正规服务
也使用了952号段电话，如果全
号段屏蔽， 有可能影响相关用
户的正常使用，他们也“无权干
涉通讯自由”。

运营商不会“主动”屏蔽

整治

支招

电信企业要严控号码资源

链接

其他常见骚扰电话号码

可开通防骚扰
来电号码提醒

可借鉴400电话
管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