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员粤交集宣报
道：1 月 8 日，怀集至阳江港高速公路怀集至郁
南段（简称怀阳高速）马咀隧道、石眉山隧道顺
利贯通。 怀阳高速预计今年内建成通车。

怀阳高速全长约 102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
高速公路设计标准，其中起点至莲都互通段设计
时速为 120 公里，莲都互通至终点段设计时速为
100 公里。

怀阳高速预计今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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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获悉 ，在 “净网 2019”专项行
动中 ，省公安厅破获了全国打击非法
生产 、销售针孔摄像头黑灰产业犯罪
中战果最大的一起专案。

2019 年 9 月 ，省公安厅网警总队
接到公安部通报关于针孔摄像头的

犯罪线索 ， 迅速组织深圳 、 佛山 、河
源 、江门 、清远 、云浮等地公安机关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经深入侦查发现 ，该黑灰产业犯
罪链条主要由 APP 开发 、硬件生产和
代理销售三个环节组成。 APP 开发负
责为针孔摄像头提供控制端软件开

发和服务器搭建 ，硬件生产负责生产

针孔摄像头部件并将其组装嵌入手

表 、充电宝 、打火机等日常生活用品 ，
代理销售负责对非法生产的针孔摄

像头进行线上线下的销售。
这条黑灰产业链大多以公司作

为掩护 、以工厂作为伪装 ，打着生产
销售安防器材的名义私下非法生产 、
销售针孔摄像头。

此类针孔摄像头外观逼真 ，迷惑
性强 ，可伪装为钟表 、插排 、路由器 、
帽子 、鞋子等众多日常用品 ，同时操
作简便 ，可直接通过网络远程监控录
像，并具备云端保存功能。

在侦查过程中 ，专案组办案民警

发现 ，多名不法分子购买此类针孔摄
像头 ，安装在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
酒店宾馆 、按摩场所 、单位宿舍 、居民
家庭等场所进行偷窥拍摄 ，严重侵犯
公民个人隐私 ， 严重威胁群众安全
感。

经过全面摸排经营 ，专案组成功
研判出深圳德某特力科技有限公司 、
深圳欧某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
皇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捷某快线科
技有限公司 、佛山晟某腾龙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等多个涉案公司。

去年 11 月 13 日 ， 在公安部的
统筹指挥下 ， 省公安厅组织相关地

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分赴深圳 、佛
山 、杭州 、南宁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238 人 ， 摧毁制售针孔摄像头窝点
40 个 ，缴获针孔摄像头成品 、半成
品 、配件 100 万余个 ，扣押服务器 、
生产设备等涉案物品一大批。

警方提醒 ，入住酒店时 ，用强光
照射检查可疑物品 ， 重点检查电视
机 、路由器 、机顶盒等对着床的位置 ，
以及房间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 若
有红外夜视功能的针孔摄像头 ，会出
现淡淡的红光或者红点 ；若有无夜视
功能的针孔摄像头 ，则会出现小孔镜
面反光，可识别出来。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艺文报道：1月 8日，
2020年1月粤A牌中小客车增量指标数量公布，
拟配置中小客车增量指标共10871个，总量比上
月减少5778个。

节能车摇号指标共1640个， 总量比上月减
少1346个；其中，个人指标比上月减少1196个。

普通车摇号方面， 向单位和个人配置普通
车增量指标5000个，单位指标500个，个人指标
4500个，与上月相同。

普通车竞价方面，配置增量指标4231个，比
上月8663个减少4432个，减少一半以上。

此外， 广州明确个人中小客车摇号指标于
2020年第1期起通过阶梯摇号方式配置，“久摇
不中”者更易中签，中签率最高是原来的近3倍。
摇号者目前拥有的阶梯摇号基数可通过“广州
市中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信息系统”官网查询。

羊城晚报讯 记者王丹阳、通讯员粤交综报
道： 今年1月1日起， 全国高速公路实行分段计
费，货车由计重收费改为按车（轴）型收费。 新
标准施行一周， 部分司机反映遇到车辆通行费
扣费异常、 不熟悉新计费方式等情况。 对此，1
月7日，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告广大货运
物流企业、司机书》，进一步介绍了广东高速公
路六类货车收费标准， 方便货运物流企业和货
车司机进一步了解货车收费政策和收费方式。

该告知书提到，1-6类货车在四车道高速公
路上行驶的收费标准分别为0.45元/公里、0.95元
/公里、1.42元/公里、1.69元/公里、1.74元/公里、
1.84元/公里， 在六车道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分
别为 0.6元 /公里、1.26元 /公里、1.90元 /公里、
2.25元/公里、2.32元/公里、2.45元/公里。 在标准
装载状态下， 除1类货车收费标准保持不变外，
2-6类货车的应交费额均比计重收费下降。

据测算，2-6类货车的车货载重分别在8-18
吨、15-27吨、22-36吨、23-43吨、27-49吨时，按
车型收费金额低于原计重收费的应交费额。 在标
准装载状态下，2-6类货车的应交通行费额分别
下降41%、22%、7.4%、4.7%、5.8%。

省交通运输厅建议广大货运物流企业、货车
司机加强运输组织，通过提高实载率，在不超限
的前提下尽量“多装多载”，充分享受计费方式调
整的政策红利。

针对部分车辆遇到通行费扣费异常等情况，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新的收
费系统正处于磨合阶段， 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
目前交通部门正组织专业技术团队抓紧调适完
善收费系统，如通行高速遇到多扣款，对错计多
收的通行费，核实后将全额退回。

车主对高速公路收费情况如有疑问， 可致电
粤通卡服务热线96533或广东省高速公路营运管
理服务投诉热线96998， 也可通过粤通卡微信公
众号、 粤通卡小程序输入“扣费异常”“多扣费”
填单后投诉，还可前往粤通卡营业网点处理。

广东警方“净网 2019”专项行动缴获公民个人信息 98 亿条

手表、插排、充电宝、路由器……
这些地方可能藏有针孔摄像头

针对货车收费新标准施行情
况，省交通运输厅建议：

尽量提高货车实载率
充分享受新计费红利

粤A牌本月竞价指标
较上月减少一半

羊城晚报讯 记者黄丽娜，通讯
员张林、李长达报道：8 日，记者从
广东省公安厅获悉，在 2019 年广东
公安“净网 2019”专项行动中，全年
共侦破网络主侦案件 2960 余起，刑
事拘留 10420 余人， 同比分别上升
29.03%、25.16%； 缴获公民个人信
息 98 亿条，发现整改网络高危隐患
6350 余个 ， 监测拦截网 络 攻 击
2461 万次，封堵 IP60 万多个；全年
共处置网上违法有害信息 6.79 万
余条， 累计倒查纳管网站 3.34 万
个、IDC1140 家，网络空间综合治理
能力大幅提升。

案例 打着安防器材的名义生产销售针孔摄像头

据新华社电 广州铁路公安处 8 日对外通报，一名
男子涉嫌在广州南站自动售票处以“热心”帮不会操
作售票机的旅客买票等方式实施多起诈骗，已被警方
抓获。

经查，王某经常身穿类似南站工作人员的白衬衣，
利用旅客对自动售票机售票的不熟悉， 对旅客宣
称售票机只收现金 ，在其点击下订单后 ，便故意放
入不足金额的现金 ， 这时自动售票机的闸口不会
关闭，支付也未完成。 但王某会在此时对旅客谎称
已完成购票 ， 让旅客前往检票口持身份证进站乘
车。 信以为真的旅客一离开，王某便迅速将未完成
订单取消，取出刚放入的现金逃之夭夭。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通讯员机
场宣报道：8 日，记者从白云机场获悉，
白云机场预计今年春运 40 天将接送
旅客 87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4.92%。

对于旅客来说，正点抵达是最好
的航空服务。 被誉为白云机场“中枢”
“智慧大脑” 的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将
在今年春运中“大显身手”，带给回家
的人们更多的便捷。 近年来，运控中
心集大数据、云计算、全景显示于一
体，搭建起航班运行、旅客服务、机坪

管理、 综合交通等运行协同决策机
制，使得白云机场航班放行正常率大
幅提升。

除了后台的系统，白云机场在
出发流程上实现了新科技“全覆
盖 ”———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引导
员 、 自助值机、 自助行李托运、易
安检 、 二维码过检 、 一证通关 、自
助登机门等技术设施的投入使用，
科技应用将带给旅客更多便捷的
体验 。

羊城晚报讯 记者付怡、 通讯员广铁公宣报道：8
日，广州铁路公安处召开春运新闻发布会，针对今年
春运的新情况进行通报。

关于乘客关心的恶意“买短乘长”逃票、进站后
再退票逃票、“座霸” 等问题， 警方组织开展大站治
安专项整治行动，不仅对以上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
以滋扰他人方式乞讨、强讨恶要、围站围车叫卖和拉
客叫客影响旅客通行，还有严重扰乱验票验证、安检
查危、旅客乘降、排队购票等秩序和霸占售票窗口、
霸占自动售票机收取好处费，以及妨碍铁路职工、安
检工作人员、 验票验证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等违
法犯罪行为，警方都会从严从重严厉打击处理。

羊城晚报讯
昨日，广州市海珠
客运站广场上 ，一
台外形硬朗 、正在
自主巡逻的警用

机器人吸引了不

少旅客驻足观看 。
原来，这台机器人
是广州海珠警方

春运前夕在海珠

客运站投入使用

的 新 一 代 警 用

AI -2000 机 器 人
“平平警官”，它将
协助警方进一步

做好 2020 年春运
安保，服务广大旅
客。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 通讯员
赵小艳、 王欣报道：2020 年铁路春运
自 1 月 10 日开始，2 月 18 日结束，
共 40 天。 记者从中国铁路广州局集
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铁集团 ）获
悉，2020 年春运期间， 广铁预计发送
旅客 6950 万人次， 同比增加 743.5
万人，增长 12％，日均发送 173.8 万
人次，创历年春运新高。

2020 年春运在即，广铁集团全力
以赴做好春运各项工作。 运力方面，
广铁集团节前安排开行客车 1630.5
对，同比增加 252.5 对，增幅 18.3%；
节后安排开行客车 1672.5 对，同比增
加 247.5 对， 增幅 17.4%， 运力投放
增长明显。 售票方面，设置售票窗口
（含自助设备 ）6662 个， 比日常增加
3791 个，进一步满足旅客春运购票需

求。 同时，今年春运购票支付方式较
往年更加多样和便捷， 车站窗口、自
动售取机已实现电子支付全覆盖。 广
铁管内所有高铁、城际线路已实行电
子客票，旅客购票后刷身份证即可进
站乘车。

春运前夕， 广州站进行了提质改
造工程， 增加了候车面积约 4000 平
方米， 新建超过 8000 平方米进站走
廊，更新安检设备，增配安检人员，使
客运组织更畅通。 广州南站携手腾
讯、 中国移动打造智慧候车体验区，
开展“广州南站开通十周年 高铁让
生活更美好”主题图片展，新增公共
休闲座椅、 临时身份证明自助打印
机，升级安检机，采用二维视图以及
高清摄像头，“爱心驿站”更名为“初
心服务岗”，站内全面覆盖 5G 信号。

广铁今年春运预计发送6950万人次，创历年新高

同比增开500对列车
高铁全部实行电子客票

严打恶意“买短乘长”出发流程实现新科技“全覆盖” 警惕帮忙“好心人”

提醒

春运大幕明日开启

新警用机器人助力广州春运

白云
机场

广州铁警 旅客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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