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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12月4日电 曾经，“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是老百姓对一些基
层机关的印象。随着我国简政放权改革
步伐的不断加快，政府“门庭”越来越好
进，为民服务也越来越优化。近日，记者
走进江西南昌的办事窗口，看新时代下基
层机关在开创便民服务上的新作为、新管
理、新局面。

创新服务理念 满足群众所需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面积
约为 700平方米，共分为咨询、填表、受理、
等候、收费、领证、照相 7个区域。一进大
厅，左手边的咨询台配有叫号机、手机充电
桩、便民医药箱、老花镜、免费复印和打印
等服务。为让办证群众更好地体验“一站
式”服务，咨询台还设置了“值班科长岗
位”，由支队领导带头，所有民警每天轮流
值班，接待群众咨询、解决现场难题，实行

“首问负责制”和“一次性告知制”。
“申请表格填写分为两种形式，一种

是网上预约填表，到现场后在咨询台免费
打印；另一种是现场自助式电子填表，把
身份证放在阅读器上就可自动识别自动
填写，补充上相关的申请信息后，手写签
名，手按指纹，实现一体化服务。”南昌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境二科科长陈
思静介绍。

“十九大之后，从满足群众的新期待、
新要求出发，我们改变了服务理念，创新
了工作方式，从 11月 1日起，在全市 12个
点推出自助签注一体机，主要是针对电子
港澳通行证二次签注，实现立等可取。”陈
思静说。

力争服务便捷 更细化更优质

据悉，为充分满足群众的办证需求，南

昌市公安局出入境支队加大信息化建设投
入，在办证大厅投放了 27台自助设备，实
现了 6个自助，即自助填表、自助照相、自
助缴费、自助查询、自助制证、自助领证的
全流程自主化服务，并特别安排引导员在
自助设备旁值守，一对一地指导申请人完
成整个办证流程，有效解决了长期因办证
量增长、警力不足而导致“办证人员多，等
候时间长”的瓶颈问题。

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支队
长朱志翔表示，随着社会发展，南昌市民
办理出境的人数在以每年 20％左右的速
度递增，可以说是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如
何在警力无增长的情况下，满足群众对出
境的需求，是他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近
几年，我们通过人脑向电脑、人工向智能、
手工操作向自动化操作的转变，很好地回
应了群众的需求。”他说。

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副支
队长杜建珍说，“十九大以后，我们在出入
境签证上采取了新的举措，对于外国专业
人才，办理签证的时间由 15 个工作日缩
短到 7 个工作日；对于中国专业人才，开
通签证办理的绿色通道，实现随到随办。
这也是我们积极响应十九大的号召，立足
之前便民利民的基础上，把服务做得更细
化、更优质。在新时代、新起点，有新方
向、新作为。”

贯彻十九大精神 新时代上新台阶

作为办事窗口单位，为积极发挥宣传
引导优势，南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掀起了学习和宣传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由支队党员干部率先垂范，发动全体民警
学习十九大报告，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采取召开党员大会、集中学习、专题辅
导、座谈讨论、微信群推送、十九大精神知
识自测、交流学习心得等多种形式，切实
在学懂做实十九大精神上下功夫。

记者看到，在出入境办证大厅门口摆
放了十九大精神户外宣传展板、横幅，大
厅内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十九大宣传标语，
等候区书报栏放置了十九大精神读本，供
办事群众阅读。此外，支队还专门制作了
中英文双语宣传片，通过多媒体播放屏向
外国办事人员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

杜建珍表示，通过学习十九大精神，
感到特别振奋，一方面看到了自己美好生
活的前景，另一方面也感受到身边人民群
众幸福指数的日益提高。“以前来办理出
入境证件的都是公务出差和出去打工务
工者居多。现在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乡
村居民都来办证，而且大多是出去旅游、
经商、留学。”她说，“出入境的目的不同
了，说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有条件
去享受生活了。”

朱志翔表示，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一
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
标准，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
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新时代，我们
要不断提高队伍素质，加快能力建设，提高
为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真正做到‘细微
之处见真情，服务之中树形象’，让出入境
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9 月初，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各
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立即停止。10 月
底 ，国 内 最 后 两 家 比 特 币 交 易 平 台 关
停。但记者调查发现，这场充满风险的
游戏并未就此退烧，不少投机者在比特
币参数基础上做出修改，“发明”出各种

“山寨币”，通过拉人头方式制造传销骗
局。

这类行为往往披着“金融创新”外衣，
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涉及金额大，相
关部门亟须提高识别打击能力，采取更有
效的监管举措。

上百种“山寨币”充斥网络
新型传销呈抬头趋势

随着比特币价格一路走高，国产虚拟
货币也变得日趋活跃。北京某金融机构
高管蔡磊说，一些“山寨币”对外宣称：自
己不在监管部门的处理范围内，主流虚拟
货币已衰落，而自己的虚拟币迎来了发展
机遇。

西北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赵守国认为，
比特币等主流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关停，给
不少“山寨币”带来可乘之机。记者发现，
在 QQ 等社交软件上输入“币”字，发现了
大量以“玩客币”“雷达币”等命名的群。
在论坛贴吧中，“以特币”“红贝壳币”

“HBB环保币”等虚拟币五花八门，一些币
友不断晒出翻倍的截图，并进行推广：“零
投入零风险，只涨不跌，变现容易。”“推荐
人可获得‘领导’奖励。”“一个人推广 5个
人，捡600元，乞丐都可以干。”

“山寨币”涉嫌传销的情况正在全国
多地出现。据统计，截至 9 月，全国公安
机关共立案侦办传销犯罪案件 5900 多
起，涉案金额近 300 亿元。其中，以各种

“虚拟货币”为名实施的传销犯罪比例不
小。

多种忽悠套路
短时间制造“吸钱黑洞”

从各地查处的案件情况来看，此类传
销依然采用拉人头、发展下线的传统模
式，不过借助虚拟货币、区块链等新概念
进行包装，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不少投资
人被骗却不自知。

——鼓吹“高返点、高收益”愿景。“亏
了大钱！”谈及今年买入的那 4 枚“五行
币”及随后卖力邀约亲朋的行为，湖南省
郴州市的杨女士悔恨不已，一切只因她相
信了“投资 5000 元‘五进五出’操作后可
变成 400万元”。

郴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长廖劲松介
绍，这类传销在群众参与初期往往给予返
利诱惑，制造盈利假象，引诱更多人员加
入并继续发展下线。最终该案涉及金额
92亿余元。

——交易系统多部署在海外。今年
6月，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
通过巡查发现，涉嫌传销的“山寨币”交
易系统多部署在海外，很难彻底监管。

9 月，湖南省株洲县人民法院宣判了
一起涉案金额达 16 亿余元的特大“维卡
币”网络传销案。经法院审理查明，该传
销组织系境外向中国境内推广虚拟货币
的组织，其传销网站及营销模式由保加利
亚人建立，服务器则设立在丹麦哥本哈
根。

—— 捏 造 背 景 打 造 门 面 增 加 迷 惑
性。一年时间，发展会员 4.7 万余人，涉
及金额 40.6 亿元。在海口市警方破获的

“亚欧币”网络传销案中，涉事公司声称
有国资背景，犯罪嫌疑人刘某更是宣称
自己是虚拟货币领域的专家。经调查发
现 ，这 些“ 高 大 上 ”的 标 签 其 实 均 为 捏
造。另外，涉事公司还在多个城市豪华
酒店召开推介会和论坛，给投资者“洗
脑”。

联合监管应尽早介入
真空地带亟待细则补齐

虚拟货币传销骗局突破了传统地域
空间的限制，如不及时查处，将危害群众
的财产安全。

在西安市 8 月查处的“钛克币”传销
案中，涉事公司在短短 5 个月内，非法获
利 8000余万元。涉事公司在高端商业楼
办公，因在某酒店举办区域表彰会，声势
浩大，被群众怀疑有传销嫌疑而被举报。
但在此之前，并没有受骗人员报案，相关
监管部门也不掌握信息。

警方表示，利用“山寨币”从事网络传
销是传销的一大新变种，迫切需要工商、
公安、金融等部门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和联
动打击机制，把犯罪行为扼杀在萌芽状
态，防止其裂变式增长。

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任
健说，“山寨币”传销用电脑和手机就可
以操作，犯罪嫌疑人分散在各地，案件收
网时需同时到案，否则就会出现销毁证据
的可能，因此打击这种犯罪亟须加强各部
门联动。

据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有机票代理公司正在利用“爬虫”技
术，抢占航企官网放出的低价票，利用航
企允许的账期反复订票、退订，直至将票
加价卖出。有专家指出，利用“爬虫”技术
从虚占到变现过程不复杂，但是要形成暴
利，就需要来回如上过程无数次。对此，
几家知名航企均拒绝透露低价票被抢走
的数量，但均表示“反爬虫”大战已经硝烟
四起。

2016年 7月 1日起，国内一批航空公
司推出“票代”下调机票代理佣金新政，南
航、东航相继将机票代理商手续费下调至
零。一部分机票代理转行改做旅游度假
产品，也有少部分机票代理人动起了歪脑
筋。近日，有自媒体曝出，“机票代理”行
业很多小公司正在利用“爬虫”技术，抢占
航企官网放出的低价票，利用航企允许的
账期反复订票、退订，直至将票加价卖出，
全程操作中“爬虫”可替代 95% 的人工操
作量。

现象
朋友圈里有人卖特便宜的机票

据悉，有部分机票代理人会雇用专业
技术人员，利用“爬虫”技术长期到各家航
企抢舱位。他们最青睐的舱位包括特价
舱位、寒暑假或者黄金周等特殊时段热门
航路的舱位等。

“我朋友在朋友圈卖票，北京往返大
阪的往返机票只需 2599元”，旅游达人彭
小姐说，她在该航企的APP上查同样的票
已经涨到 7150元。该朋友说她可以通过
渠道抢到便宜的票。

据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透露，可
能的操作手法是航企一旦放出票，“爬虫”
即刻爬取到信息，并利用虚假身份暂时预
订；机票代理人再通过自有渠道，如自有
网站、APP、微店、淘宝店或者朋友圈等方
式转售加价卖出。利用因时间推移造成
的舱位价格变化获利。

释疑
“爬虫”抢票变现过程并不复杂

“虚占座位”早期是为保障一些团队
的机票冗余，当时现象也并不是很多；但
现如今主要目标是为了囤积后伺机出售
实现利益最大化。

“想获取 100万行的数据，大约需忘寝
废食重复工作两年。而‘爬虫’可以在一天
之内帮你完成”，岂安科技风险情报专家笑
天发文解释，监测发现“爬虫”在航企官网
通过大量下订单，在规定时间内（各航线不
同）不支付，并把抢占的舱位放到 OTA 、
机票 B2B 上出售；规定时间内卖不出去，
在被取消订单前，订单失效前马上再去追
一个订单，继续把位置占住；如果出售成
功，就可以把原来占位的机票取消掉，再用
客户的身份信息订票并出票。虽然从虚占
到变现过程不复杂，但是要形成暴利，就需
要来回如上过程无数次。

应对
航企已打起“反爬虫”大战

据了解，航企风控技术部门的“反爬
虫”技术高手正在迎战。常规“反爬虫”技
术包括访问频率控制、使用代理 IP池、抓
包、验证码的OCR处理等。其中，IP 来源
单一、从未成交过订单且行动异常的 IP、点
击频次过高等被识别出的“爬虫”，会被封
掉 IP。对此，操作“爬虫”的技术人员会想
办法利用购买或者租用的云机房、IDC 中
的 IP 资源，改造路由器等方法来“伪装”。

针对航企低价票放出即被“爬虫”抢
走的问题，几家知名航企均拒绝透露低
价票被抢走的数量。但均表示“反爬虫”
大战已经硝烟四起，由于涉及技术保密
不便透露细节，不过确实形势严峻。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航企低价票
都被“爬虫”抢走了

披着伪创新外衣的圈钱游戏
——“山寨币”传销骗局调查

以“新”换“心”开创便民窗口新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