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刘红波案情的披露，国内多数“私家侦探”的神

秘面纱被揭开。

有需求才有市场。 刘红波当庭承认，她的信息主要卖

给调查公司。 而那些“私家侦探”拿到信息后，又会加价转

卖给委托人。

原正和拥正德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敛财的“私家侦

探”。 原正本在一家涂料企业工作， 拥正德是涂料工人。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大量建筑施工作业停工，原正的

涂料生意陷入低谷，公司有外债追不回来。 在讨债中，原

正意识到，“商务调查”是门好生意，这一想法与拥正德一

拍即合。

2009年 6月，以拥正德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东方摩

斯商务调查中心”成立。 为打法律擦边球，他们将公司的

经营范围注册为市场调查、法律咨询、技术服务、会议服

务等。原正将公司的经营范围、电话及自己的QQ发布到

网上，招揽客户。 2009年 9月，一位姓马的男子委托原正

查询一个农业银行账户的交易信息。 原正委托广东一个

叫“宏鑫”的人，很快就查到了客户需要的信息。 就这样，

原正经过简单的核实，交差后拿到 1500元报酬。

原正的收费标准遵循着“行情价”：查房产信息每个

2000 元至 2500 元， 查手机话费单每个 1500 元至 2600

元，查银行余额每个 1000 元至 1500 元，查户籍每个 300

元至 500 元，查医院病历档案每个 2000 元至 2500 元，查

车辆档案信息每个 100元至 200元。

2010年 12 月 16 日，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审以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原正、 拥正德有期徒刑一

年，并各处罚金 1万元。

哪些是公民的个人信息？ 对此，各方一直存有争议。

承办原正案的检察官李刚介绍，2009 年 2 月 28 日， 刑法

修正案(七)正式通过，其中新增加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但没有明确界

定哪些属于公民的个人信息。

李刚认为，如户籍信息、房屋登记信息、银行存款等

特别私密的信息均属于个人信息。 同时，非法获取公民个

人信息的行为应至少满足两个前提： 获取的公民信息是

真实的；获取的手段是非法的。“就社会常识而言，这些信

息肯定不是其他人能随便得到的， 否则嫌疑人甚至委托

人就不用花钱找别人查询了。 ”

“只有挖出泄露信息的源头‘内鬼’，才能从根源上铲

除黑色产业链。 ”李刚介绍说，北京海淀区检察院下一步

将对此类案件进行调研，将案件中反映出的线索、制度漏

洞等问题写成调查报告， 供相关部门深挖犯罪和完善防

范制度。 （据《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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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社会上关于碘盐能够防治核辐射的传言四起，一度

造成我国部分地区出现食盐抢购、食盐脱销和哄抬食盐价格的

现象。谣“盐”四起、“盐”过其实、无“盐”以对等词汇一时间蹿红

网络。 类似的抢购现象近年来并非个案，这其中究竟折射出什

么问题？

◆3.27％：公民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碘盐能够防辐射吗？ ”卫生部门已给出明确解释：食用碘

盐预防辐射并不科学。 而就在几天前，一些市场却是“一盐难

求”，甚至连酱油、海带等也被卷入抢购潮。

碘盐防辐射的说法从何而来？ 一则谬论如何能够扰乱民

心？联系非典时期曾“红透了”的板蓝根，甲流时的抢蒜，不难看

出类似谣言往往不乏传播的心理认知基础。

“听信谣言折射出公众对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以及科学判断

力的欠缺。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所副所长杨建华说，“这种欠缺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突出，却容易成为重大公共事件的导火索和

放大器。‘抢盐’风潮应当引起人们的反思。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专家赵建国对记者说，当前

科学知识的宣传缺乏动力，通俗性科普宣传明显不足，一些百

姓容易被误导，这两年出现的刘太医、张悟本等所谓“神医”让

人趋之若鹜，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科学协会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

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 3.27％。我国提

升民众科学素养的任务十分艰巨。

如何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新近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

出，我国政府将“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加强科普基

础设施建设，强化面向公众的科学普及”。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说：“科普直接关系到百姓生

活水平和社会和谐稳定，要从公众的需求出发，满足公众的科

学欲望，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科普方式。 ”

◆消除盲从：更需要准确信息

此次抢购风潮中，一句“买盐了吗？ ”问候语迅速流传，似乎

暗示食盐告罄。然而事实表明，我国碘盐供应十分充足，全国每

年的食盐产能达到 8000多万吨，日常的库存量超过 3个月。

针对部分地区的抢盐行为，中国盐业总公司副总经理董永

胜承认，一些地区的食盐供应紧张，是短时间内非理性大量抢

购所致。 消费者的理性比我们的努力更重要。

事实上，在抢购食盐的民众中，绝大部分人都是出于盲从，

他们并不懂得碘盐是否防辐射， 也不懂得海盐是否会受到污

染，甚至不知道国产食盐大部分属于矿盐。然而不论有意无意，

盲从行为似乎直接导致了“盐荒”。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何镇飚认为，公众对自身安

全状况的忧虑以及相关核知识的匮乏是造成这次非理性抢购

的原因所在。 从碘盐可以防辐射的谣言到抢盐的过程中，公众

认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是一哄而上，储备所谓的安

全盐。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这种盲从与

我国社会文化密切关联。“我国社会关系的构成以邻里之间、亲

属之间的‘基层’关系为主，更容易相信彼此而更加迅速地传

播。 当小众面对大众的集体行为，也更容易被同化。 ”

“百姓抢盐的心态和股市里追涨杀跌的心态是一样的。 在

对环境和态势不明确掌握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不能保持独立判

断，只能追随大部队而去。 ”浙江金融学院钱向劲教授认为，随

着市场供求平衡，人们盐慌心理消失，盐业市场也会趋于稳定。

如何打消突发性的恐慌和盲目心理？浙江大学心理系教师

徐青建议：制止谣言扩散，政府应该更加主动地面对公众，及时

发布真实、准确的信息，比如核辐射的知识、我国粮油、食盐的

储备信息，防止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专家表示，在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除了通过新闻发布会、

广播、电视直播等方式迅速发布消息，还应该在语言表达的准

确、通俗、客观以及在传播载体和方式的选择上多下工夫，以提

高公众对信息的认可度。

◆流通环节：遏制“趁火打劫”

在“抢购”风潮中，食盐价格被肆意哄抬，吉林、浙江、河北

等地商家甚至将售价抬升 10 倍，这些商家大多缺乏自律，也是

政府监管的薄弱环节。

为稳定物价，保证食盐正常供应，国家发改委 17 日发出通

知，要求立即开展检查，严厉打击造谣惑众、恶意囤积、哄抬价

格、扰乱市场等不法行为。

总有一些人利用特殊时期炒作商品、哄抬物价。“不法人员

往往故意制造噱头和恐慌情绪。这种‘发不义之财’的行为一定

要严厉查处，以儆效尤。 ”天津市社科院研究院陈月生说。

迟福林对记者说，哄抬食盐价格说明一些流通环节的监管

存在漏洞，导致不法商贩趁火打劫。

“对于食品类商品的监督管理应当特别重视。政府部门、经

营主体、媒体和普通民众，都要承担起相应义务，维护市场流通

合法合理。 ”迟福林说。

迟福林还表示，目前信息手段发达，但市场信息披露相对

滞后，需要打破地区性壁垒，建立统一平台，形成价格信息共

享，及时曝光虚假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18日电）

电信单位“内鬼”获取机主身份信息后，转发给

中间人，再几经转手落入调查公司之手

揭秘倒卖个人信息黑色产业链

跟踪拍摄调查婚外恋， 查询银行

账户、 房产信息， 手机 GPS 定位……

“私家侦探”究竟身怀哪般武艺，能在

短时间内掌握一个陌生人的各种信

息？

近日，刘红波等 2 3 人因涉嫌出售、

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及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等，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受审。在法庭上，一条获取、倒卖公民个

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完整呈现出来。

倒卖公民信息的“黑市”交易

今年 30 岁的刘红波只有初中文化，她结交了比自

己大 15岁的男朋友代槟。 2009 年 7 月，两人无意间发

现有人在网上买卖个人信息，觉得这是个挣钱的途径，

便合伙开设了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中心， 也开始倒

卖公民个人信息，“经营范围” 不仅涉及手机机主和车

主的身份证信息、户籍地址、手机通话清单，甚至还能

定位手机所在地。

刘红波说，她买入一条信息要花 30 元，倒手就能

卖 50元至 80 元；买入一张电话清单需花 200 元至 400

元，她再加价 100元卖出。 据检察机关统计，刘红波、代

槟总共赚了 30多万元。

刘红波的生意几乎全在网上。 她给自己起了个网

名叫“骑驴裸奔”， 活跃于十多个公民个人信息交易

QQ 群里，一边向他人购买机主信息、通话清单、车辆

档案、户籍等信息，一边积极寻找买家，转卖牟利，为

此，她还专门自建了两个群用于推销。 她与路宽就是通

过QQ群结识的，并且成为稳定的客户关系。

路宽的网名叫“信息资源”， 是多个 QQ 群内专

门提供信息的卖家。 据路宽供述， 他的信息大部分都

卖给了刘红波， 累计有 200 多条， “由刘红波向我提

出她所需要的信息， 然后我再通过张萍获得这些信

息。”

28岁的张萍与路宽是情人， 案发前她在北京某公

司驻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客服部投诉处

理中心任职。 为了讨好路宽， 她将从单位获得的近

200 条机主信息和通话清单全部免费提供给路宽， 甚

至还将自己的工号和密码给了他， 让路宽直接登录电

信平台进行查询。

本案庭审持续了 4 天， 并未宣判。 检察机关指

控， 2009年 3月至案发， 张萍等 7 人将本单位在履行

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

者非法提供给他人， 情节严重。 刘红波等 14 人以买

卖等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 情节严重。 另有两人事

后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 分别被诉帮助毁灭证据罪和

包庇罪。

揭开“私家侦探”的神秘面纱

挖出源头“内鬼”才能铲除黑色产业链

“盐未荒人心慌”

我国公民科学素养亟待提升

刘红波等 2 3 名被告人受审。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