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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公开
“
叫卖”卧室隐私
“
防窥锦囊”看这里

“

对着卧室的摄像头IP地址10元一个，拍摄到‘激情画面’的20
元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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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QQ群和贴
吧，有人公开售卖破解摄像头软件，分享他人家庭私密影像。

●卖家明目张胆出售摄像头破解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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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代，他非法
获取某摄像头破解软件，破解网络摄像
头IP、摄像头密码后，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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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画面’的一个卖
20元。 ”王某交代道。
记者近日在互联网和社交软件上进
行检索，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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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

交流群。 在一个名为“ip摄像交流群”的
QQ群中， 记者添加了一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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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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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

公交司机
“
救命刹”
“
一劫”
真机警 一车人逃过

就在塔吊倒下的前几秒， 公交司机及时停车。
11日，公交530路司机吴卫民的一脚“救命刹”，让一
车人逃过一劫。
11日上午8点53分， 武汉市公交司机吴卫民驾
驶530路公交车时， 看见前面一束悬在空中的过街
电缆突然断了。 这时，路口信号灯显示绿灯，他本可
以开过去，但吴卫民选择了减速，“这么粗的电缆怎
么会断？ ”他警惕地观察路况，发现左前方对向车道
一辆大货车上，装着一个很高的塔吊，塔吊被电缆
缠住，似乎要倒下来。 吴卫民感到不对劲，在与货车
错车前踩刹停车。 就在他停车不到2秒钟，塔吊朝着
吴卫民所在的车道轰然砸下， 离车头只有两三米，
吓得车上20多名乘客一阵惊呼。 等大家回过神来，
武汉晚报
无不大赞司机安全意识强，机警果断。

塔吊倒地处离公交车车头仅两三米

公园
“
放生”眼镜蛇
太轻率 湖南男子被拘五日

●正确设置密码安全性可达90％以上
“并不是所有的摄像头都容易被入
侵。 ”近日，360安全研究员严敏睿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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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 封 15

记者从湖南湘潭市公安局获悉， 当地一男子
近日在公园内“放生”眼镜蛇，因扰乱公共场所秩
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警方介绍，近日有人在湘潭湖湘公园“放生”
眼镜蛇，一段现场视频在湘潭市民间广泛传播。不
少市民认为“放生”眼镜蛇存在安全隐患，向警方
报警。 10日15时许，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宝塔派
出所民警赶赴湖湘公园， 确定了视频中放蛇的地
点，并在附近搜寻“放生”的眼镜蛇。 9月11日，违法

嫌疑人殷某被传唤至宝塔派出所，经询问，殷某对
其9月9日13时许在湖湘公园“放生”眼镜蛇一事供
认不讳。 据殷某交代， 这条蛇是在马家河附近抓
的。由于殷某父亲身体不好，其本意是将蛇带回家
给父亲补身体，但是父亲认为蛇太大了，要殷某将
其“
放生”。殷某认为湖湘公园适合“
放生”，因此就
将蛇在此地“
放生”。
依据相关规定， 殷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
红网
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5日。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搬迁公告
清江浦区人民法院现定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将位于延安路审判区的立案庭、诉
讼服务中心先行搬迁至健康西路 180 号(原清河区法院)。 9 月 30 日将位于延安路审
判区的民一庭、民二庭、民三庭、民四庭、清算与破产庭、执行局等全部机构搬迁至健
康西路 180 号，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搬迁后， 可乘 4 路、28 路、31 路、88 路公交车至富丽花园终点站下车， 向西 200
米即到，或乘 22 路公交车至原清河检察院下车。 搬迁期间如有紧急事务，请与我院
联系。 诉讼服务热线：12368 0517-83589021 办公室电话：0517-83589004。
特此公告。
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2017 年 9 月 12 日

南昌立新规：

卖房禁用
“
名校”
“
学区房”等宣传语
房产企业广告宣传语严禁使用“名校”
“学区房”。 日前，南昌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和教育局联合下发通知，规范房地
产项目广告宣传。
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
的中介机构不得在其公开销售广告中使用
“
名校”“学区房”等违反义务教育平等原则
的广告宣传语，也不得在其内部发行的有

关销售彩页广告或在室内打出的广告条幅
进行任何涉及“名校”“学区房”的宣传。
与此同时，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各义
务教育学校不得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
托的中介机构签订接受商品房购房户入读
任何形式的合同及合约协议， 严禁书面或
口头承诺接受未经教育主管部门确定的商
新华社
品房购房户子女入读。

1440 元灵芝孢子粉
来电 公益发放

招标公告
广
告

为关爱患者健康， 南京健康产业商会
特向社会赠送灵芝产品
●申领条件：淮安市内两年内确诊的肿瘤病友
●申领内容：破壁灵芝孢子（100 粒装）3 瓶
（市场零售价 1440 元）
●注意事项：
（1）每位肿瘤病友终生限领一次，不重复赠送。
（2）领取时请携带个人病历资料及身份证
（3）领取前请务必电话预约，了解申领事宜，谢谢配合。

免费申领热线：

0517-83111200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拟分别对 KT 板、喷绘布制作安装进行年度招标。
请有意向的单位于 2017 年 9 月 22 日前至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报
名，报名时请携带单位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原件（注册资本不低于 10 万元）和复印件，法人
代表身份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联系人：中央新亚总经办 张女士
电 话：0517-83521026
江苏中央新亚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淮阴区欧蓓莎二期项目综合管网设计调整方案批前公示
江苏欧蓓莎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欧
蓓莎二期位于淮阴区珠江路南侧、淮海北路西
侧。 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92269.00 平方米，原综
合管网设计方案于 2015 年 6 月经我局批准。
现建设单位申请修改综合管网设计方案，调整
后方案容积率 2.98，建筑密度 26.47%，绿地率
26.57%。
现通过《淮海晚报》、淮安市规划局网站、
项目现场对该综合管网调整方案进行批前公
示（详见附图）。 公示时间从 2017 年 9 月 13 日
至 2017 年 9 月 26 日。 相关利益人如对该方案
有意见或好的建议，请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前

以书面形式反映至淮安市规划局淮阴分局；或
者向市规划局法规处提出听证申请。
市规划局淮阴分局联系人：程琼 郭晓峰
联系电话：0517－84916245
市规划局法规处联系人：缪源
联系电话：0517－83660127
联系地址：淮阴区樱花路 11 号
邮政编码：223300
市规划局网站：http://ghj.huaian.gov.cn
淮安市规划局
2017 年 9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