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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块·天，两天以上90元/块·天；◆周六、日90元/块·天，两天以上周六、日80元/块·天（限22个字）◆60元/行·天 周六、日50元/行·天（限10个字）◆遗失类广告（证照）：不分周六周日均为90元/块·天（限22个字）

★行业行风监督电话：15597009182、15597009268★
地址:西海都市报广告部（海悦酒店二楼）

增加10元钱，信息将同步发布到本报手机客户
端“掌上青海”、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息”栏目! ｝{

转 让西门写字楼出售或出租
长江路西门附近有两层商
务办公楼对外出售或出租，
具体事宜及价格面谈，来电
咨询13139088105霍女士

秀水路写字楼出售或出租
秀水路附近有两层商务办
公楼对外出售或出租，具体
事宜及价格面谈，来电咨询
13139088105霍女士

房屋租售

城南新区奉青花园多层住宅出售
96m2-135m2经典两房三房，成
熟社区，即买即住，数量有限，
欲购从速。另有旺铺及库房
（车库）出售。电话：8269186

出租
海湖新区五矿地产商铺198m2，上下
三层，双车位出租。18997126118

库房、办公室出租
生物园区两间库房 1400m2，可分割可整体出租；另有二层
办公楼300m2，水电暖齐全。13086250523、13997065892

出售
城西区繁华地段有大型商铺欲出
售，四层楼另带地下一层，6000m2

（适合金融机构、公司、医院等办
公），产权证齐全，中介勿扰。
谷女士18509313781高女士18894043207

旺铺出租
长江路报社家属院旁，二楼临街铺面 1000㎡，
框架结构，可分割，无转让费。13897265533

旺铺出租
南山路建新巷商铺出租，120m2，月租 5000 元，
可做任何行业，成熟小区。电话:13709739597

旺铺转让或出租
城西区黄河路可可西里 95m2旺铺出
租或转让。电话：13897188648

火锅店转让
城东区曹家寨批发市场对面临街精装 350m2，客源稳，
租金低（一年 5万）。13997123451、13139051408

出售
南 大 街 精 装 房 出 售 。
18929300185、13389716091

饭馆转让
力盟商业巷步行街 110m2饭馆，生意稳
定，接手可营业。电话：18911237137

转让
海湖新华联三楼旺铺转让。
联系电话:18997244440

高校食堂档口招租
高校食堂招聘特色小吃档口（特色面食、青海区域小
吃）。详情拨打：15829789323、15029571172

繁华地段好房出租
五四大街浦发银行2单元23
层，178㎡，商住两用，宽带、水
电暖、监控、桌椅、办公柜俱
全，交通便利，设施齐全，详情
面谈。电话:13519768855

旺铺租/售
交通巷北口（枫林绿洲一楼工行隔壁），商
铺209m2，价格面议。18997122226

菜馆转让
贵德县 125m2 旺营中川菜馆转让，黄金地
段，人流量大，设施齐全。15597095370

库房写字楼低价出租
西门华德 38m2写字楼低价出租，刘家寨
1000m2库房低价出租。13195763488

商铺空转
因 家 中 有 事 ，现 将 市 中 心 繁 华 地 段
900m2房屋空转，价面议。15297137205

办公室出租
纸坊街繁华地段 460m2精装办公室整租或分租，水
电暖网齐全，价格面议。6140391、13519735926

牛肉面馆转让
因家中有急事清真加盟牛肉面馆转让，客源稳定，接
手即可盈利。电话：13897208804、13109737597

商铺出售
力盟商业巷餐饮二楼 600m2出售，
已出租，价格面议。18697100607

连锁酒店整体出售
城北区朝阳西路临街一至四层，4000m2，
营业中酒店整体出售。13997175569

商铺出租出售
昆仑阳光城三楼1000m2整体出租、2000m2整体出售，
适合幼儿园，培训，办公，餐饮等。18697100607

出 售
有7000方水稳砂出售，另有大石
头。地址：多巴 13997017376

酒店出售
甘肃省敦煌市中心有
一经营中的酒店，建筑
面积 12500m2，客房、餐
饮配套设施齐全，因老
板无暇经营，现出售。
联系电话：15809378288

旺铺出租
800m2-1000m2临街，可分割，简装修，
有意者面谈。电话：18997157765

房屋出租
海晏路文化公园对面 128m2，尕庄武警总
队旁56m2，集暖设施全。13997047089

办公室出租
昆仑阳光城办公室出租 400m2，三楼，
单独楼梯，精装修。18697100607

招租
逯家寨村有一 800m2厂房车间出租，办公室 5
间，院子1000多平方米。电话：18997080821

现房销售
金都大厦 城中央 学区房 清盘必特
价，即买即住，先到先得。8221366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天和电梯配件经营部
发票专用章：92630103MA7566G130
(1)(6301012035996)丢失，特此声明。

更正声明
青海博儒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于2017年6月6日在西海都市
报登的注销公告，成员:邵玉精
更改为李燕玲，特此更正。

作废声明
乐都区万达商务宾馆于2017年8
月 31 日开具给北京星网宇达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青海增值税普
通发票(发票代码:6300171320，发
票号码:00075161，金额:390元)第
一、第二联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西宁市城中区天和电梯配件
经营部公章：6301010132698
丢失，特此声明。

面馆急转
因另有发展，天津路西 89＃西海路中十字附近 64㎡精装修面馆
转让，交通便利，设备齐全，适合任何行业。13897476880

启事声明

7 月 14 日，北京警方破获一起网上
传播家庭摄像头破解软件案，抓获涉案
人员 24名。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非法获取某
品牌摄像头破解软件，利用黑客手段破解
网络摄像头 IP，然后在QQ群中出售。

8 月初，浙江丽水警方成功打掉浙
江省首个网上传播家庭摄像头破解入侵
软件的犯罪团伙。已被破解入侵的家庭
摄像头 IP近万个，涉及云南、江西、浙江
等地。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他非法获
取某摄像头破解软件，采用黑客手段破
解网络摄像头 IP，破解网络摄像头密
码，控制摄像头偷窥他人隐私。随后在
相关 QQ 群中出售控制摄像头的软件和
已被破解的摄像头 IP。

“普通摄像头信息一个卖 5元，对着
床的一个卖 10元，有隐私画面的一个可
以卖 2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称，除了贩
卖被破解的摄像头 IP 外，他还将偷窥到
的录像保存并上传云盘贩卖。

去年 5月，360攻防实验室发布《国内
智能家庭摄像头安全状况评估报告》，直
指家用摄像头 9大类安全风险：用户隐私
泄露、未加密数据传输、无人机识别机
制、多数智能设备可横向控制、未对客户
端进行安全加固、代码逻辑设计缺陷、存
在硬件调试接口、未对启动程序进行保
护和没有远程更新机制等。

据 360 安全研究员严敏睿介绍，安
全风险相对突出的是一些与外网相连的
摄像头。

多地发生非法入侵家用摄像头案
卧室隐私在网上被公开叫卖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 IP 地址 10 元一
个，拍摄到隐私画面的20元一个。”原本用
来看护家里老人孩子或用来防盗的摄像
头，竟然被不法分子用于“窥私”在网上公
开叫卖。

近日，北京、浙江等警方接连破获黑
客非法入侵居民家用摄像头案件。记者
调查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家用摄像头保
有量为4000万个至5000万个，其中一些存
在被攻击风险。在一些 QQ 群和百度贴
吧，有人公然售卖破解摄像头软件，分享
他人家庭私密影像。

“ 并 不 是 所 有 的 摄 像 头 都 容 易 被 入
侵。”严敏睿解释说，一些贴牌生产的山寨
摄像头自带拨号上网功能，这部分摄像头
在外网环境下可以直接被搜索到，攻击起
来也相对容易。

据业内人士介绍，家用摄像头主要来
自于三种渠道：互联网企业、原生安防企业
和“贴牌”生产厂商。其中前两者都具备修
改产品软件代码，对产品进行安全性加固
的能力，而贴牌生产厂商则完全不具备这
种能力，安全性较差。

浙江景宁公安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勇
涛表示，在办案过程中民警发现，一些弱口
令的摄像头以及安全系数较低的摄像头，
嫌疑人使用破解软件都能很快破解。

上海信息安全行业协会专委会副主任
张威说，在选购家用摄像头时，选择正规厂
家生产的大品牌摄像头就已经为普通用户
过滤掉了 70％至 80％的安全风险，如果用
户根据说明书设置密码，家用摄像头的安
全性将达到 90％以上。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孙
道翠认为，借助网络技术的犯罪具有身份
隐秘、地点隐匿、行为轨迹难以追踪等特
征，执法部门要通过提高科技力量进行应
对。 据新华社电

正确设置密码
安全性可达90％以上

记者在互联网和社交软件上进行关
键词检索发现，尽管一些运营商屏蔽了
相关关键词，但仍能搜索到大量暗示性
强烈的破解软件和用户隐私录像的交
易帖、交流群。

记者加入多个相关 QQ 群号和 QQ
账号。在一个名为“ip 摄像交流群”的
QQ群中，群主除不定时播发破解软件贩
卖信息外，还时常分享一些通过被劫持
摄像头录制的私密录影，诱导群里的成
员购买破解软件。

在不法分子所分享的录制视频中，
绝大部分都是隐私的夫妻生活内容，并

夹杂一些看似在酒店客房隐蔽位置拍
摄的视频。

记者添加了尾号为 9496 的 QQ 用
户。对方称，只需要 70元即可将摄像头
查看软件卖给记者，并承诺“包教会”。
在支付了 70元后，对方指导记者下载了
一款软件，同时向记者发送了两个包含
数百个 IP 地址的文件和十余个软件教
学截图。

对方指引记者添加了 6个居民家中
的网络摄像头，并获取实时画面。这些
摄像头有一些对着床，一些则对着浴
室，可通过软件随意选取拍摄角度。画

面中的家庭成员均未察觉。记者随即
将相关材料交给警方。

据业内人士介绍，只需要掌握用户
的摄像头 IP地址和账户密码，就可以登
录查看摄像头的实时画面，而这些 IP地
址都是通过扫描软件得到的。

此外，这些被入侵的家庭摄像头
还有可能沦为黑客的攻击工具。腾讯
安全反病毒实验室安全专家马劲松告
诉记者，被控制的摄像头变成了攻击
源，而真正的攻击者的位置被隐藏起
来，此种攻击可能造成更大范围的危
害。

控制他人摄像头网上70元包教会

多地发生家用摄像头入侵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