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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７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任国强２７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中央
军委决定重建解放军文工团，保留新疆军区文工
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再保留军兵种和武警部
队文工团。

任国强说，根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部署安
排，着眼进一步强化军队文艺力量战斗队、轻骑兵的
根本定位，中央军委决定，优化军队文艺力量机构设
置，完善结构功能，重建解放军文工团，保留新疆军
区文工团和西藏军区文工团，不再保留军兵种和武
警部队文工团，重点加强部队文艺服务指导力量，构
建形成以基层文艺力量为主体的军事文化队伍。

中央军委决定

重建解放军文工团
不再保留军兵种和武警部队文工团

新华社天津9月27日电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27日公开宣判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杨崇勇受贿案，对被告人杨崇勇以受贿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对杨崇勇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
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经审理查明：2008年至2016年，被告人杨崇勇
利用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在企业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办理、推动经营
合作、公司设立审批及职务提拔调整等事项上提
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索取
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 . 06亿余元。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崇
勇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且具有索贿情节，应依法惩
处。鉴于杨崇勇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
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提
供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有重大立功表
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绝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追
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杨崇勇受贿案一审被判无期

广告

来电显示是亲朋好友、银行、购物平台、公
检法机构的电话，实际上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
虽然主管部门多次开展清理整治，但网上依然
有改号软件出售。

“改号”诈骗防不胜防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最新公布的一份专
题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通过网络手段进行诈骗的
案件增幅显著，其中通过“改号软件”进行诈骗
的案件增幅超过２倍。

湖北省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理了一
起典型改号诈骗案件。诈骗嫌疑人以“武汉市公
安局陈警官”的名义打电话给受害人，谎称其身
份证被毒贩冒用洗钱，要求被害人将银行账户资

金转到武汉市公安局指定账户，待核实后返还。
为了骗取对方信任，诈骗嫌疑人还提出十

堰市本地“王涛警官”可为担保。其后，“王涛警
官”果真通过十堰当地“１１０”打来电话。

受害人丛某因为相信了手机显示的号码而
上当，将１３万元存款转入了所谓的“安全账户”，
却不知手机上显示的“１１０”号码是通过改号软
件实现的。

据湖北省公安厅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全
省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２２８６起。“这其中，许多
诈骗案是采用改号形式实施的。”湖北省公安厅
刑侦总队相关负责人说。

据多地公安介绍，改号诈骗类型主要有冒
充公检法机构实施诈骗，冒充银行或淘宝、京东
购物平台等部门客服实施诈骗，让人防不胜防。

改号软件在网上售卖

针对非法改号软件及改号诈骗问题，２０１６年
底，工信部曾开展清理整治行动，要求坚决阻断改
号软件网上发布、搜索、传播、销售的渠道，让非法
改号软件“发不出、看不见、搜不到、下载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经过整治，改号软件的销售
有所遏制，但在一些软件下载中心、论坛还是能
发现踪影，只是交易更加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改号软件的交易者使
用起了“暗语”，比如，把“１”写成“逸”，“３”写成

“散”，以这种方式留下交易信息和联系号码；有
的通过网络论坛发帖，隔一段时间又删除，避免
被警方追踪；还有的在即时通讯平台发送动态

消息，一旦有意愿者联系时，又改用另一号码一
对一交流，以逃避监管。

记者日前通过网络搜索，在ＱＱ上联系到多
位改号软件卖家。这些卖家在提出报价的同时，
还表示可以支付少许费用进行测试。记者通过
微信扫码，支付８元钱后，一ＱＱ名为“Ａ呼正义
使者”的卖家为记者进行了测试。

记者向这位卖家发送了两个手机号，其中一
个是本人接听手机号，一个是随意编造的手机
号。不一会儿，对方就打来电话，来电显示果真是
记者编造的手机号，不过号码前面多了一个

“＋”。卖家告诉记者，也可显示任意座机电话。

主要通过境外运营商改号

针对网上售卖非法改号软件愈加隐蔽的问
题，业内人士认为，有关部门应严查网络发布、
售卖非法改号软件的行为，一经发现应及时删
除；搜索引擎服务企业、论坛、应用软件服务企
业，应建立起相应的审核和屏蔽机制，发现一个
清除一个，防止非法改号软件通过网络传播。

改号软件是如何实现任意改号的？工信部有
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改号软件实质是一种非法
经营的ＶＯＩＰ（网络电话）软件，这些软件通过修
改ＩＰ数据包的主叫信息实现主叫号码的篡改。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说，改号电话进入电话
网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ＶＯＩＰ媒体网
关利用语音专线接入运营商交换机，将改号ＩＰ
电话送入电话网；另一种是从境外运营商的网
络通过国际出入口局进入境内电话网。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两年，由于国内
的高压严打，违法分子纷纷转移到国外，近期发
现的改号电话几乎全部来自境外。改号电话在
境外落地，送入境内国际出入口局时，与正常的
电话没有任何区别，识别打击难度大。

针对境外改号电话，工信部表示，今年上半
年，工信部已建立虚假“＋８６”境外改号电话拦
截系统以及高风险号码比对库，对境外改号电
话进行拦截。另外，还将进一步优化完善境外改
号电话防范拦截系统，完善境外来源电话提醒
技术体系，加强对仿冒公检法等高风险号码的
重点监测和拦截。

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华中科技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管斌说，改号诈骗类案件具有远
程、非接触、多环节联动等特点，仅靠公安打击
难度极大；预防是关键，电信运营商、网络运营
商及相关监管部门应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普通民众，又如何能识别改号诈骗？无
锡市公安局给出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 回
拨。如果对方是通过改号软件拨打的电话，按显
示的号码拨过去，对方是无法接听的。“００”或

“＋”开头的电话，一律来自境外，接听时尤其要
多加提防。

（据新华社南京９月２７日电）

来电显示亲友、银行、公检法的电话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

揭秘来电显示改号是如何实现的

（上接第一版）对像王继才同志那样长期在艰
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同志，各级组织要积极主动
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和生活
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大力表彰宣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
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型，激励和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
党报国，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党中央决定，追授黄群、
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

黄群，男，湖北武汉人，1967年5月出生，
199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工
第七六○研究所党委委员、副所长。2018年8月
20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
大险情，危急时刻，黄群同志带领第七六○研
究所11名同志组成抢险队，冒着狂风涌浪对试
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不幸被巨浪卷入海中，
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51岁。黄群同志
长期从事国家战略型号产品科研与管理，负责
或参与多型战略装备总体科研、设计、建造、
试验工作。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视国家利益
高于一切，长年坚守科研、生产第一线，以
“老黄牛”精神担当尽责、苦干实干，持续研
究和改进质量管理方法，先后组织完成16项国

军标、船标的制定修订，组织建立安全管理体
系和责任体系，为国防科技工业质量工作作出
突出成绩，为我国舰船事业奉献了一生。

宋月才，男，辽宁丹东人，1957年1月出
生，198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
工第七六○研究所某试验平台负责人。2018年8
月20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风影响出现
重大险情，宋月才与抢险队员一起对试验平台
进行加固作业，面对狂风巨浪，他坚持最后撤
离，因体力不支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
效，壮烈牺牲，终年61岁。宋月才同志曾任海
军某部艇长、基地副主任等职务，他既是指挥
员又是战斗员，身先士卒、亲力亲为。他刻苦
钻研、技术全面，屡次带领团队解决诸多技术
难题，历时7年完成试验平台改造任务，先后
编写7本试验平台人员培训教材，为提升关键
技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对事业饱含深厚感
情，不为国外高薪聘请所动，以舍小家顾大家
保国家的情怀，为祖国建设贡献了毕生力量。

姜开斌，男，湖南常德人，1956年12月出
生，197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
工第七六○研究所某试验平台机电负责人。
2018年8月20日，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风影
响出现重大险情，姜开斌冲锋在前，与抢险队
员一起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不幸被巨浪
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终年62
岁。姜开斌同志曾任海军某部舰艇机电长，他
爱岗敬业、能力突出，把满腔热血全部倾注到

舰船事业中。他不图名、不图利，退休之后仍
以一名“老兵”的热忱和执着参与试验平台工
作，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毫无保留地教
给年轻同志，手把手地带出一支高水平的专业
队伍，带领团队出色完成多项技术保障任务，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入党誓言。

王继才，男，江苏灌云人，1960年8月出
生，200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灌云
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原
书记。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同志在执勤期间
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年仅58岁。
王继才同志始终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安
排，自1986年起，毅然担起守卫黄海前哨开山
岛的重任。他和妻子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
伴，坚持每天升起国旗，每天按时巡岛，护航
标、写日志，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
争。他舍小家为国家，守岛32年只有5个春节
与家人团聚，孩子从小无法照顾，父母去世、
女儿结婚，都因坚守执勤没有及时赶回。王继
才同志把毕生精力献给了祖国海防事业，向党
和人民交出了一份爱国奉献的忠诚答卷。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黄
群、宋月才、姜开斌和王继才同志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是
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言、用奋斗书写时代篇章的
光辉榜样。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他
们学习。学习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
品格，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自觉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
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学习他们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精
神，立足本职岗位，不务虚功、干在实处，主
动担责、全力尽责，以实干诠释使命，以实干
创造实绩。学习他们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
高境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艰苦奋斗、建功
立业，在关键时刻和危急关头豁得出、顶得
住，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
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道德情操，清
白做人、干净干事，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自觉践行共产党人价值观。

英雄是时代的标杆，爱国奉献是新时代奋
斗者的价值追求。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黄群、
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与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纳入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采取多种形式
学习英雄、宣传英雄。要引导党员、干部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觉
悟，崇尚英雄、见贤思齐，争当先进、锐意进
取，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奠基人
之一。１８９９年１月出生在江苏常州。１９１７年考入
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１９２０年以《晨报》特约
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先后撰写多篇通讯，对
苏俄的政治、经济、外交、工人组织、党的建
设等做了系统阐述。

１９２１年５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

科加入联共（布）党组织，１９２２年２月转为中国共
产党党员。１９２３年１月，瞿秋白回国后担任《新青
年》等刊物主编，发表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
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
中国革命问题，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做出开创
性贡献。

从１９２５年１月，瞿秋白在党的四大上，当选
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后来，在党的五大、六
大，他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
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１９２７年８月，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关头，瞿
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
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的总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重要贡献。会
后，他担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常委、主
席，主持党中央工作。

１９３１年１月，瞿秋白遭受王明“左”倾错误路
线迫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但他并没有因困
难而退缩，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和鲁迅并
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１９３４年２月，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
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
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教育部部长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他留在南方
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
长。１９３５年２月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敌
人得知他的身份后，采取各种手段对他利诱劝
降，但都被他严词拒绝。６月１８日，他坦然走向刑
场，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３６岁。

（据新华社南京９月２７日电）

右图：瞿秋白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瞿秋白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今年10月1日零时
起，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将免收小
型客车通行费。国庆假期，长途、中短途客流、旅游
流、探亲流相互交织，大中城市周边可能呈现“潮
汐式”的车流特征。这是记者27日从交通运输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
费，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
为准。免费车辆的范围还是7座以下（含7座）载客
车辆以及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介绍，预计今
年国庆假期公路出行有以下特点：一是从车流构
成上看，长途、中短途客流、旅游流、探亲流相互交
织，大中城市重要出入口及绕城高速路段、过江河
重要通道、长大隧道段、热点景区周边路段通行压
力较大。二是从时间分布上看，预计9月30日午后
至10月2日出现集中出行，其中1日达到高峰；3日
至4日流量趋于平缓，但总体仍呈高位运行状态；5
日至7日出现返程集中，6日达到返程高峰。

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10月1日零时起至10月7日24时结束

据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27日表示，2018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工作已全面实施。自2014年以来，这项工作已累
计支持示范县1016个，覆盖八成以上的贫困县。

据介绍，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从2014年开
展以来，已累计覆盖国家级贫困县737个，占国家级
贫困县总数的88 .6%，其中支持深度贫困县137个。

高峰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2018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进一
步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新增示范县260个，其中
国家级贫困县238个，欠发达革命老区县22个。

我国电商进农村示范工作

已覆盖超八成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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