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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证去住店，要往返酒店
和派出所，办手续好麻烦。”一些
市民因为忘带身份证，入住酒店
时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按现行
规定，忘带身份证住店都应当到
辖区派出所开具相关证明，然后
再办理入住登记手续。

现在方便了，由成都市公安
局双流分局自主创新的“四川省
无证人员身份信息审核系统”，助
力旅馆业实名登记的落实。市民
不用再跑派出所，在酒店前台核
查登记，审批环节全自动化完成，
无人工干预。

据悉，这套系统开启了无证
人员身份信息审核新模式，属全
省首创。经过一年多的运行，效果
显著，下一步将在全省、全市范围
内进行推广。

6月28日上午11点，在双流
区禧悦酒店前台服务大厅，酒店
工作人员对该套系统进行了演
示。市民张先生需要入住酒店，却
忘带身份证，前台人员要求张先
生先将身份信息等进行登记。接
着，打开电脑中的“四川省无证人
员身份信息审核系统”，通过摄像
头对客户进行人脸识别拍照，照
片拍好上传系统后，工作人员将
张先生的身份信息录入，点击“提
交审核”。

很快，一张电子版的“无有效
身份证件旅客入住旅馆通知单”
出炉，盖有派出所印章，审核通
过。此时，酒店便可以为张先生办
理入住手续。“从提交审核，到审
核通过，仅用时20秒左右。”酒店
前台主管杨瀚表示，该系统的使
用，为旅客大大提供了便利，节省
了时间。以前酒店遇到没有携带
身份证的旅客，需要派遣工作人
员陪同旅客到辖区派出所开具相
关证明，然后再回到酒店办理入
住登记手续，往返一趟至少得花
上半个小时。

按现行规定，没带身份证住
店都需到辖区派出所开具相关证
明，为此，不少市民抱怨“不带证
去住店有点麻烦。”“基于互联
网+人像比对，化繁为简，让群众
少跑腿，分局自主创新无证人员
身份信息审核系统，助力旅馆业
实名登记的落实。”成都市公安
局双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
长郑全宁介绍，2015 年 4 月经调
研、评估，首先用 QQ 版试行，
2016 年又升级为专网视频版，
2017 年 3 月 10 日研发了自主知
识产权的“无证人员身份信息审
核系统”。2017年3月10日，“成都
市无证人员身份信息审核系统”
正式上线运行，并与全省旅馆业
信息系统实现了整合,信息互联,
数据共享，成为平台主功能之一。

目前系统正式名称是“四川
省无证人员身份信息审核系统”。

“审批环节全自动化完成，无人工
干预，省去民警24小时值守的流
程。”郑全宁说，无证人员通过酒
店前台进行身份信息采集登记，
并将照片上传至系统中，系统自
动对人像进行识别，与公安数据
信息比对，通常在20秒以内完成
审核，大大缩短审核时间，提高办
事效率。

目前，全区16个派出所，500
家旅馆、238 家未办证留宿单位
场所已安装、使用该系统，经过
多形式培训，辅导，前台人员熟练
掌握审核登记流程，使用率 95%
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一株小小的翠竹，在眉山，变成
竹海，沁绿天府之肺；编成竹编，价格
不菲；走进教材，带动千人培训；长成
园区，发展壮大产业。

一条条竹丝飞舞，青神人靠它
“编”出了楼房、轿车，“编”出了盈盈
笑意，编出新农村的幸福生活画卷，
编织着坚定不移绿色发展理念。

6月29日~7月1日，2018国际（眉
山）竹产业交易博览会将在眉山举
办。从 2018 年起，国际竹产业交易博
览会将每年在眉山举办。

面临国家“一带一路”的机遇，眉
山青神竹编将利用竹博会走向全球，
成为四川对外交流合作的新名片和
国际品牌。

天府竹青神编 比肩蜀绣、丝绸

竹子做的自行车新颖时尚，竹子
做的家私清爽大方，竹子做的工艺品
栩栩如生，36道菜品组成的竹宴佳肴

令人垂涎欲滴……
如今的眉山，发展生态绿色经

济的发展方式初步建立，以竹为主
的生态资源优势正逐步过渡为生
态产业优势，全力谋求“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实效转化，让良
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

眉山市上下抓住机遇，把竹产业
转型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不仅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发展任务，更作为一项重
大政治任务来抓。

眉山是四川竹资源分布重点地
区，全市竹林面积108 万亩。近年来，
眉山市认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积极
探索竹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实现了竹
生态、竹产业、竹文化融合发展。竹产
业已成为眉山的传统优势产业和四
川省五大特色产业之一。

如今，以竹产业加工为代表的青
神竹编与丝绸、蜀绣，并称“蜀中三
宝”，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最近又入选2018中国品牌价值百
强榜（区域品牌地理标志产品）、《第
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国家级
非遗项目。青神获得“国际竹艺城”

“国际竹藤组织培训基地”“中国竹编
艺术之乡”等称号。

一曲竹韵悠然 联通对话世界

眉山的“竹”不局限于产业概念，
更是一个庞大的全球交流和发展平
台。

1997 年首届中国竹文化节举办
以来，眉山多次以“青神竹编”为主题
组织参加，充分展示了眉山竹文化及
产业发展成效，让“青神竹编”这一历
史文化遗产走向了世界。

2013 年以来，眉山市实施竹编
“千人培训计划”，使竹编课程进入中
小学课堂，并成立“竹艺学院”，作为
国际竹藤组织竹手工艺培训基地，眉

山市每年实施竹编对外援助培训项
目，共为中非、厄瓜多尔、埃塞俄比
亚、加纳等近 30 个国家培训 5000 多
人，积极为世界扶贫减贫贡献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如今，竹编已经成为眉山传播东
坡文化的良好载体、展示城市形象的
亮丽名片、推动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
抓手。

今年 6 月，在国际竹藤组织与中
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举办的首
届世界竹藤大会期间，眉山作为大会
的战略合作伙伴之一，将于6月28日
至7月1日举办2018国际（眉山）竹产
业交易博览会，搭建共商国际合作，
共谋竹产业发展的平台。

届时，包含国际展区、“中国竹编
艺术之乡”展区、中国特色竹乡风采
展区、竹“双创”展示区、竹制品配套
产业链展区、竹创意设计展区、竹文
旅及美食展区、竹博会配套活动展
区、电商+竹行天下展区、清凉之夏夏
凉用品展区等十大展区将集中展示
来自国际竹藤组织成员国的竹产品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平面竹编、立体竹
编等特色、新型竹产品和竹业态，着
力以国际化视野、专业化水平，四川
眉山将再一次惊艳世界舞台。

（吴海军 蒋怡）

钱某称，在最初几家酒店安装好摄像头
后，他又在一网络社区中发布广告帖，并留下
了一个QQ群号，称“对360直播宾馆有兴趣的
加群”。之后，群内开始不断有成员进入。一周
左右，一名男子通过QQ联系到了钱某。一番
询问后，以 400 元的价格包下了一个月，钱通
过微信转账进行支付。

一开始，该男子还曾向钱某反映，视频的
内容“不理想”，因为摄像头在空调出风口，听
不见视频的声音，另外视频经常处于黑屏状态
或者比较模糊，还一度指责钱某为骗子。钱某
则解释，黑屏是由于房间断电。一月期满后，该
男子又支付了400元给钱某，继续包了一月。

“2个月后，那个男的就把广告转发到了他
自己的群里，就陆陆续续有好些人加我了。”钱
某称，面对逐渐多起来的“客户”，其包月价格
也进行了调整，“给他们的价格是1000到2000
元包月，前后有10来个人，挣了15000元。”

安装摄像头的男子已于近日被批捕

4月11日，
21 岁的罗阳和
丈夫张军入住
春熙路一家主
题酒店，当晚，
换了衣服洗完
澡后，这对新婚
夫妇在酒店天
花板上，发现一
个摄像头。这桩
离奇的经历背
后，是遂宁人钱
某肮脏的“生
意”。经调查，摄
像头并非酒店
安装，而是一个
多月前来酒店
入住的钱某装
上去的。在被发
现之前，钱某已
经在遂宁射洪
县城及成都市
区多间酒店客
房内，安装了摄
像头。拍下录像
后，钱某在网上
高价叫卖宾馆
“实时直播”画
面，并剪辑存储
所拍摄的视频，
进行出售。

今年5月9
日，钱某在射洪
一居民小区被
成都锦江警方
抓获。警方在钱
某住处查获了
多张身份证、手
机、银行卡以及
电脑，同时发现
了两个储存空
间共计3T的移
动硬盘，里面存
满了各种酒店
的偷拍视频以
及从网络下载
的淫秽视频。

6月28日，
记者从成都市
锦江区人民检
察院获悉，钱某
因涉嫌传播淫
秽物品罪，已于
近日被批捕。
（文中新婚夫妇
为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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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为媒 沁绿天府之肺
眉山与竹 对话世界

住店忘带身份证
不用再跑派出所
双流警方推无证人员身份信
息审核系统

外国游客学习青神竹编

酒店客房里酒店客房里酒店客房里
夫妇抬头发现摄像头
电脑屏幕前电脑屏幕前电脑屏幕前
他挣着见不得人的钱

隔网
有眼

张军和爱人罗阳没有想
到，以前只在新闻里看到的事
情，竟然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事情还得从两个多月前
说起。今年 4 月 11 日，张军和
罗阳从眉山开车，来到春熙路
附近拍摄婚纱照。收工时已是
当天下午6时许，虽然赶回眉
山不算难事，但累了一天，两
人还是决定暂且在成都过夜。
在一家团购网站上，两人订下
了一间正好位于春熙路附近
的主题酒店。

当晚7时，两人来到酒店
办理入住，客房号为“428”，之
后两人外出吃饭，晚10时回到
客房。次日凌晨 1 时许，洗完
澡、换好衣服后，两人躺在床
上准备休息时，天花板上的一
个小孔引起了罗阳的注意。

“你看，那里有个摄像头。”

张军起身，打开手机手电
筒一看，小孔竟然在反光，再
仔细查看，反光点正是一个摄
像头，且正对着房间床铺。两
人瞬间懵了，并当即报了警。

不久，警方赶到，将摄像
头从天花板上取出。经过查
看，摄像头与天花板里的插线
板相连，机身并无内存卡。“应
该就是那种实时直播的。”

惊怒交加，罗阳直言，“感
觉全身都冰了。”两人只好回
到车内，在车内凑合了一夜。

4月12日，两人找到了酒店，
希望酒店给出一个说法。不过酒
店回应，每周都会对客房进行安
全检查，在张军两人入住前，就
曾对房间进行过检查，但并未发
现异常。不过，后经排查，除了张
军两人入住的428号房间外，
418号房间同样装有摄像头。

天花板上天花板上，，有个小孔在反光有个小孔在反光

可疑男子可疑男子，，一个人订两间房一个人订两间房
接报后，成都锦江公安分

局人民东路派出所随即对该案
展开了调查。警方对张军夫妇
以及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详细
的讯问，经过调查，酒店配合调
查的工作人员回忆称，在事发
前的 3 月份左右，曾有一名男
子入住酒店，一人要下了两间
客房，房间号正好是发现摄像
头的428号房以及418号房。

据该工作人员回忆，男子
身着深色衣服，戴眼镜，当时仅
用了一张身份证登记，其称等
朋友晚些时候到酒店时再补登
记，不过，晚些时候酒店工作人
员正好换班，后续是否再补登
记则已不清楚。

这名男子，成为了警方调
查的重点对象。在随后的工作
中，警方筛选出了多名疑似嫌疑
人员，经过辨认，来自遂宁的钱
某被辨认出。今年5月9日晚11
时许，蹲守多时后，警方在射洪

县振洪路一小区内将钱某抓获。
其对在春熙路附近这家主题酒
店安装摄像头的事实供认不讳。

在现场，警方还查获了多
张身份证、手机、银行卡以及
电脑等物品。另外，还在房间
内的一个黑色袋子内，查获了
两个移动硬盘，储存空间共计
3T。而硬盘内则存满了各种在
酒店偷拍的视频以及从网络
下载的淫秽视频。

经警方调查，钱某曾于
2017 年 10 月在射洪县因侵犯
他人隐私，被当地警方行政拘
留 10 天。而在酒店偷装摄像
头，则正好在拘留期满后不久。

“当时从拘留所出来后，父母不
准我回家，就在外边住宾馆，后
来身上就没钱了，就计划买摄
像头，安到宾馆里，看有没有人
包月看视频。”钱某交代。钱某
便从网上购买摄像头，并寻找
酒店偷偷安装在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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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多装在空调出风口摄像头多装在空调出风口

据该案办案检察官介绍，钱某通过售卖账号
给他人观看偷拍视频的同时，还将这些偷拍视频
进行剪辑处理，存入移动硬盘，同时从网络下载
淫秽视频，进行出售。根据法律规定，以牟利为目
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
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情形中，涉及视频文件
20个以上，即可达到立案追诉标准。钱某已远超
这个标准。目前，钱某已被锦江区人民检察院以
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批准逮捕。

除了嫌疑人非法安装摄像头外，客人入住
酒店，遭摄像头直播，酒店是否应该担责呢？对
此，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王英占律师认
为，酒店存在责任，客人入住酒店，相当于购买
了一项住宿服务，双方之间相当于一种住宿合
同关系，有无形的约定，酒店有义务提供一个
干净舒适、私密安全的住宿环境，而目前的情
况显然没有。

另一方面，无论摄像头是谁安装的，也算
是对客人隐私权的侵犯，属于侵权。“如果无法
查明摄像头是谁安装的，可以认定为酒店安
装，如果查明系他人安装，酒店也有检查不到
位、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客人可向酒店提出赔
偿或追究责任。”王英占说。

那么，这些摄像头又都安装在了哪些酒
店？拍下的内容又被发向了何处呢？

据钱某交代，起初，他在2017年底，以99元
的单价在网上购买了两个“360摄像头”，分别安
装到了射洪县新华河街及新阳街的两家酒店
内。钱某称，前者安装的房间号为8306号，后者
则“记不清了”。直到被抓时，其中一家酒店客房
内的摄像头依然能够正常观看。除了上述两家
酒店，其还在射洪子昂锦峰商业街附近的一家
主题酒店的客房内偷装了摄像头。

由于射洪酒店的入住量以及入住人员的情
况“并不理想”，之后钱某又开始到成都的酒店
安装摄像头。“射洪那边的（酒店）有时候看不到
什么东西，就有客人建议到成都，找一些高档一
些的酒店。”钱某称，自己信以为真，于是在网上
购买了身份证，开车来到成都。

“通过美团等一些软件寻找酒店，就发现
上面有很多主题酒店，年轻人肯定多一点。”
2018年1月，钱某找到了一家位于青羊区八宝
街附近的主题酒店，安装摄像头的房间号为
1208号。不过，该摄像头运行不久，就被酒店工
作人员发现，之后报废。

此后，今年 3 月份，钱某又从一名清洁工
手上购买了另一张身份证，再次开车来到成
都，这次，他将目标酒店选择在了人员更加密
集的春熙路附近。

当天傍晚，钱某入住位于青年路的一家主题
酒店。在该酒店，钱某订下了两个房间——418
号和428号房。之后，他将提前准备好的摄像头
安装在房内。“418号在投影仪旁的圆孔里，428
号的在房顶一个正方形的出口处。”

从各个酒店的摄像头安装情况来看，大半
酒店客房的安装位置均处于空调出风口位置。
当客人将房卡插入电卡槽，房间供电后，摄像
头便会自动开始运行。所拍内容则很快会传到
其手机上，再保存到电脑中。

网络发帖子网络发帖子，“，“包月包月””看直播看直播

难逃法网 已被批捕
律师：遭摄像头直播，酒店也应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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