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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卡、 支付账户形成
地下“黑市” 一套银行
卡能卖上千元

2018年底， 福建安溪警
方在查获一起网络赌博案件
时， 发现有人大量使用银行
卡帮助犯罪团伙洗钱。 安溪
县公安局合成作战中心民警
黄东宇介绍：“近百万元赌资
先后经过五六次大规模转
账，通过四五十张银行卡‘洗
白’。 ”

记者发现，网络赌博、电
信诈骗、 洗钱等犯罪团伙除
了大量使用个人银行卡转移
赃款， 还频繁交替使用第三
方支付账户、单位银行账户。

福州警方近日查办的一
起诈骗案中， 诈骗分子利用
多个平台腾挪资金：90余万
元的诈骗款， 由受害方账户
转入诈骗团伙控制的1个单
位银行账户后，被分散转入3
个个人银行账户， 之后又被
分成79笔转到17个支付宝账
户， 再经过多次个人银行账
户之间的流转， 最终汇入由
31个银行账户组成的资金
池。

犯罪团伙手里大量的银
行账户从何而来？

办案民警介绍， 这些个
人银行账户多是进城务工人
员、 偏远地区人员、 无业人

员、 在校大学生等在银行开
卡后出售的。 泉州晋江法院
审理的一起诈骗案中， 有2.3
万元诈骗款被转入在校大学
生韩某的一张信用卡。 后经
查实， 同为在校大学生的胡
某此前以每套250元的价格
收购韩某4套信用卡“四件
套”， 其中3张卡多次倒卖后
流入这起诈骗案犯罪团伙手
中。

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陈宗庆说：“现
在银行开户很方便， 而单套
银行卡‘黑市’一手价少则数
百元，多则上千元，吸引了一
些贪图利益的人。 此外，有些
不法分子以淘宝店刷流水或
做生意转账等为由， 忽悠一
些群众出卖自己的账户。 ”

记者在网上搜索“长期
收购银行卡”等关键词，显示
大量QQ号、微信号等联系方
式。 多位卖家称，包含高仿身
份证或身份证复印件、 银行
卡号、网银U盾、手机号码在
内的“四件套”单价近千元，
如包含身份证原件约 3000
元。

违法交易新特点：
买卖第三方支付账户、
单位银行账户多发

除了银行卡，警方表示，
近来， 买卖第三方支付账户

和对公银行账户多发。
记者暗访发现， 在网络

上可轻易购买到微信、 支付
宝等第三方支付账户。 记者
与卖家“水中月”加为QQ好
友，“水中月” 表示其手中的
微信账号分为200元、300元、
400元三个等级，200元的账
号已注册半年， 每年的交易
限额为8万元，需自己绑定银
行卡；400元的账号注册约两
年， 每年的交易限额为20万
元，已实名绑定了银行卡。

一番讨价还价后， 记者
以150元的价格购得一个名
为“。 ”的初级微信号。 卖家按
照约定发来该微信号的实名
注册人姓名“张某某”以及身
份证号的后四位。 记者选择

“邀请好友辅助验证” 方式，
成功在手机登录。

“水中月” 告诉记者，他
每个月至少可以收购100个
微信号， 大多来自在校学生
等。 这个微信号原所有人“张
某某”为在校大学生，账号是
以100元的价格收购得来。

记者在这个微信号上操
作“添加银行卡”发现，持卡
人姓名为“张某某”，点击“更
换实名” 后即可重新绑定银
行卡、设置支付密码，在新添
加的银行卡和微信钱包之
间，可顺利充值、提现，与其
他微信账户之间也可完成转
账、收付款等。

一名卖家告诉记者，银
行卡“四件套”加实名绑定的
微信账户单价1800元， 微信
既可以用来与“客户”交流，
还可以用来转账收款， 很受
欢迎。

此外， 记者从警方了解
到， 在最近破获的案件中，多
次出现了单位银行账户。由于
单位银行账户转账额度不受
限、冻结难，越来越多地被不
法分子利用。在福建安溪近期
查获的一起诈骗案件中，一周
之内，26万元的诈骗款在4个
单位银行账户之间流转。

黄东宇告诉记者：“办案
中发现， 有人为了获取单位
银行账户， 先到工商部门注
册公司， 再到金融机构开设

账户后倒卖。 ”一个网上账户
卖家称：“单位银行账户是最
安全的，‘四件套’ 再加公司
营业执照为9500元一套。 ”

买卖账户将影响征信
公众防范意识要增强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支付结算管
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
罪有关事项的通知， 对不法
分子利用买卖的银行账户和
支付账户转移赃款、 逃避打
击等问题加大惩戒力度 ，非
法出租、出售、购买银行账户
或支付账户的单位和人员征
信记录将受影响。

此外，通知明确，公安机
关认定的涉嫌非法买卖账
户、冒名开户的单位和个人，
银行和支付机构5年内暂停
其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 、支
付账户所有业务， 并不得为
其新开立账户， 其信息还将
被移送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并向社会公布。 针对转
移诈骗资金向单位支付账户
转移的新趋势， 通知还要求
加强单位支付账户开户审核
和存量账户的核实。

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办案民警表示， 打击非法买
卖支付账户关键在源头端治
理， 要提高个人和单位非法
买卖账户的违法成本。 央行
新规进一步强化对开设账户
特别是单位支付账户的管
理， 加大对冒名开户的惩戒
力度， 将非法买卖账户等行
为与个人和单位信用绑定，
可以形成有力震慑。

黄东宇说，新规要求建立
合法开立和使用账户承诺机
制，公众应提高风险意识、防
范意识，更要守法，切忌为了
贪图利益出租、 出售本人名
下账户。

基层民警建议，工商部门
在简化办事流程的同时，也
应加大对注册公司行为的事
中事后监管， 防止不法分子
钻漏洞； 各类支付机构针对
陌生的转账行为， 可考虑延
长资金到账时限， 为公安机
关办案争取时间。 /新华社

办理一项业务， 就要重新
下载一个 APP； 一项信息，分
散在不同部门， 部门之间互相
没有查询权限……政府服务数
字化转型的今天，“信息孤岛”
正成为其发展的一大掣肘。

“要消除‘信息孤岛’，把地
方和部门‘深藏闺中’的信息资
源实现整合共享， 并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在 6日召开的第二
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 腾讯
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分享经
验时坦言，在建设“数字广东”
的过程中，其团队需要对接 50
多个委办局和上千个信息系
统，要完全打通，难度之大相当
于“在奔跑的火车上换引擎”。

在当日召开的电子政务分
论坛上，“打破信息孤岛” 成为
多位专家讨论的重要议题。

国家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
主任王钦敏认为， 电子政务发
展， 部门间的协同至关重要，

“只有综合协调，才能避免单一
化、碎片化的情况，才能促进数
字经济的发展。 ”在此基础上，
他提出， 要以系统工程思维来
推进， 建设全国一盘棋统筹协
调的电子政务系统， 加强国家
电子政务重大项目的建设。 同
时统筹规划各地区各部门电子
政务的技术标准， 管理服务职
能，避免各自为政。

根据上海交大发布的数
据，截至 2018 年 8 月，全国政
务服务 APP 共计 2393 个。 飞
速发展的同时，电子政务“信息
孤岛”问题也愈加突出，许多地
区市民办一项业务就要下载一
个 APP，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
大量浪费的同时也给市民使用
造成困扰。

去年，贵州省以消除“信息
孤岛”为重点，提出打造承载全
省政务数据和应用的“云上贵
州” 等平台。“我们抓住一个

‘通’字，即互通共享，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 打通省级所有部
门的专网， 实现很多部门想做
又做不了的事情。”贵州省大数
据发展管理局局长马宁宇说。
如今在精准扶贫方面， 贵州实
现扶贫、教育等 17 个部门的数
据共享，可以精准识别贫困户。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总经理
吴曼青从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角度提出， 要在建设中实
现数据整合通用， 通过城市信
息交换模型， 解决各部门间信
息交换欠缺、 物联设备重复铺
设、 难以重新组织和充分利用
等问题， 实现调度策略智能生
成、综合分析衍生影响、机器学
习、预警研判等功能。

此外， 有专家提出区块链
等新技术可为破解电子政务建
设难题提供新的思路。“e 福
州” 建设方北京思源政通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亮认
为， 使用区块链的非对称式加
密技术、 公私钥机制来确保公
众及政府部门的数据资产安
全， 可以解决数据开放共享所
衍生的信息安全问题， 消除各
方对隐私泄露的顾虑， 既保证
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数据存
储与安全的“权责清晰”，又实
现在各部门之间数据实时共享
互认与灵活调用，真正实现“一
网通办”。 /新华社

银行卡上千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万元……

被买卖的账户去哪儿了？
近年来，金融、公安等部门不断加大对倒卖银行卡、支付账户等行为的整治力度，但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此类违法交易仍然活跃，银行卡“四件套”

上千元、微信账号几百元、单位银行账户近万元……这些被买卖的账户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网络赌博、洗钱、电信诈骗。

办一项业务下载一个APP
“信息孤岛”如何破除？

多家机构预测， 受猪价油
价推升，以及增值税减税对冲
影响，4 月物价将小幅回升，
CPI同比增速或在 2.5%左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
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4 月
CPI 同比涨幅可能在 2.2%-2.
6%左右，取中值为 2.4%，涨幅
相比上月继续小幅回升。

申万宏源宏观高级分析师
秦泰也认为，4 月 CPI 或小幅
上行至 2.4%。 秦泰分析称，食
品价格方面， 高频猪肉价格 4
月环涨 4.1%，再度强于历年同
期。交通工具用燃料方面，3月
油价环比上涨支撑 4 月成品
油价环比上行， 但同比仍低。

工业制成品方面，增值税结构
性减税落地带动工业制成品
含税价格下降， 自 4 月起对
CPI 开始形成较为明显的拖
累；此外，小长假交通、旅游需
求或有回升，服务价格环比或
边际上行。

“根据估算， 本次增值税
率调减使得 CPI 篮子中，理论
上降价空间最大的是衣着类
商品， 而部分服务类项目，并
无降价空间。 整体上来看，本
次增值税率调减对各品类价
格的影响，其理论上最大降幅
的中位数水平约在 1.2 个百分
点。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债券
分析师姜超说。

也有一些机构认为，二季
度通胀可能进一步上行， 4 月
CPI 同比回升至 2.5%甚至是
2.6%。“猪肉支撑食品价格增
速回升明显，预计 4 月 CPI 同
比增速回升至 2.6%左右。 ”中
信建投证券宏观固收首席分
析师黄文涛指出，4 月 CPI 猪
肉价格同比增速大幅上升，估
测对 CPI 同比增速拉动率提
升近 0.3个百分点。

兴业证券分析师王涵也
预计 ，4 月 CPI 同比回升至
2.6%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市场
上关于未来猪肉价格上涨或
引发全面通胀的担忧，连平认

为，虽然疫情导致供给减少最
终肯定会传导到价格端，但如
果没有其他因素的配合，猪肉
一个单独的产品涨价导致全
面通胀的可能性很小，猪肉价
格上涨并不会全部传导到
CPI。 猪肉在 CPI 篮子中的权
重逐年下降， 已经从 2012 年
的 3.5% 下 降 到 2019 年 的
2.35%左右。

“牛羊鸡肉对猪肉具有消
费替代性，并且大中型生猪养
殖企业在利润回升的环境下
或加大补栏，可能在一定程度
上缓和猪价对通胀的快速上
行威胁。 ”华泰证券研究员李
超也说。 /新华社

多机构预测4月CPI小幅回升至2.5%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