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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 09

张强印象中，他们交往的两年中，
梅姨每次在他家住一阵就走了，说是去做生意，
过一阵又回来。而且从来不让人看她的身份证。
那时，张强并不知道，梅姨说的“生意”是拐卖儿童。

同居过两三年，
男朋友从没见过
她的身份证

2019年11月20日
星期三

5万元即可开发一个
小心高仿手机APP

网上转账缴费、处理罚单、买火车票……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习惯
用手机APP处理各种事务。记者调查发现，在
手机应用市场中，一些通过相近名称、类似图
标制作的高仿APP令人难辨真假，给不少用户
造成财产损失。

高仿APP“鬼”影重重大设陷阱

济南市民成栋前不久为网上处理汽车交
通罚单，试图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公安部推
出的“交管12123”APP。搜索结果第一位的为
一款名为“12123”的软件，且APP图标为一个

“违”字。下载使用后才发现，这款APP功能和
页面都极其简陋，是一款高仿APP，不仅无法
处理违章，还含有大量广告。

记者在多个应用商店检索发现，此类APP
“李鬼”并不少见。值得警惕的是，一些高仿APP
还通过伪装成官方软件窃取用户个人信息。济
南市民罗腾告诉记者，他此前为在济南一家医
院挂号，在应用市场中下载了这家医院的APP，
并填写了电子病历，其中包含家庭住址、联系方
式、职业等个人信息。但之后发现，所下载的并
不是官方APP。“这款APP的下载量近10万，窃取
了大量个人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罗腾说。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高仿APP开发者为第
三方公司。以“北京实时公交”为例，开发者为
江苏一家商贸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中，该公司经营范围为“化妆品、服
装、日用百货销售”。此外记者还发现，应用市
场中的一些高仿应用，开发者甚至为个人，网
络上无法查询更多开发者信息。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高仿APP盈利主要靠
应用内的大量广告赚取广告费，这类APP开发
难度并不高。记者联系了一个APP开发团队，
并向对方提出想开发图标和名字都模仿一款
学习类应用的高仿APP。对方表示，只要不是
要求“一模一样”，就都可以实现。费用在5万
元左右，开发周期大约一个月。

高仿APP已形成
危害用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业内人士表示，开发一款高仿APP，花费数
万元可以长期赚取广告收益。应用市场在对上
架的APP进行审核时，机器审核只进行病毒和
兼容性测试，人工审核一般只审核名称、内容
是否存在违规，对APP名称、图标、宣传语等内
容是否存在模仿，多数应用市场都疏于甄别。

记者查询了多个应用市场的相关条款，只
有“华为应用商店”等极个别应用市场在相关
条款中要求，上架应用不得与其他开发者应用
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外观、名称、主题等。

360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购物安全生态
报告》显示，一个月时间内虚假仿冒主流购物
APP的数量接近4000个，覆盖设备超过30万个，
高仿APP已形成危害用户网络安全的产业链。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沈括说，高
仿APP对于正版应用的模仿，已经涉嫌侵权，同
时对用户产生了实质性危害。但是，目前在打
击高仿APP的过程中，存在多方协调难、举报下
架过程漫长、相关法律政策不完善等因素，给
一些不法企业从事违规行为提供了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
部门应进行联合执法，严肃查处高仿APP给使
用者造成经济损失、个人信息泄露等情况。

据新华社

国家将在海南自贸区
试点30项其他自贸区施行政策

记者19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为落实《中国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推进海南
自贸试验区建设和发展，商务部等18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了《关于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试点其他自贸试验区施行政策的通知》。

通知提出了适用于海南自贸区的其他自
贸区施行政策，包括4方面共30项政策内容：一
是在提升投资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提出支持
设立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允许外国
律师事务所与中国律师事务所实行联营等12
项内容；二是在扩大金融领域开放方面，提出
支持民营资金进入金融业、加强与境外人民币
离岸市场战略合作等7项内容；三是在加快航
运领域发展方面，提出允许特定条件下租用外
籍船舶从事临时运输、进一步便利国际船舶管
理企业从事海员外派服务等7项内容；四是在
其他方面，提出探索建立公共信用信息和金融
信用信息互补机制、探索建立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新模式等4项内容。 据新华社

山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
造成15人遇难
山西煤矿安监局：为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这是一起违法违规生产引起的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事故暴露了该企业法治意识淡
薄、管理混乱等问题。具体原因待事故调查组
认定。”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事故调查处处长
申旭平于19日在山西平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如是表示。

11月18日13时50分许，山西平遥峰岩煤
焦集团二亩沟煤业有限公司9102工作面发生
一起瓦斯爆炸事故，事故造成15人遇难、9人
受伤。目前，事故调查正在着手进行，伤员救
助和善后工作正在开展。

申旭平说，下一步将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事故调查。
为认真汲取事故教训，山西省政府将召开紧急
会议，对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工作作出专门部署，
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确保全省煤矿安全生产。

平遥县卫健局局长王桂梅说，接受救治
的9名受伤矿工基本伤情以外伤、烧伤为主，
已采取“一人一方案、一床一护一医一专家”
展开救治。目前9名伤者生命体征平稳，根据
专家组会诊意见已转院接受治疗。 据新华社

在申军良的印象中在申军良的印象中，，1111月月99日开始日开始，“，“梅姨梅姨””的彩色的彩色
画像在网上被大量转发画像在网上被大量转发。。配文配文————““梅姨梅姨””涉嫌拐卖九名涉嫌拐卖九名
儿童儿童，，是一个人贩子是一个人贩子。。

在此之前在此之前，，申军良已经找了申军良已经找了““梅姨梅姨””三年三年。。1414年前年前，，他他
刚满一岁的儿子申聪丢了刚满一岁的儿子申聪丢了。。经人贩子张维平经人贩子张维平、、梅姨之手梅姨之手
卖出卖出，，卖了卖了1300013000元元。。20162016年年33月月，，人贩子张维平落网人贩子张维平落网。。据据
他交代他交代，，除了申聪除了申聪，，他还拐卖了另外八个孩子他还拐卖了另外八个孩子。。这些孩子这些孩子
都是通过都是通过““梅姨梅姨””销赃销赃。。

1111月初月初，“，“梅姨梅姨””涉嫌拐卖的两名儿童被增城警方涉嫌拐卖的两名儿童被增城警方
寻回寻回。“。“梅姨梅姨””案再次引发关注案再次引发关注。。

神秘人贩子

梅姨
2017年，广州增城警方第一

次从人贩子张维平口中听到了
“梅姨”的名字。

他涉嫌拐卖申军良一岁的儿
子申聪，2016年在贵州落网。起
初，他说偷走孩子之后，他在广州
市增城区一个菜市场附近的麻将
馆，认识了一个过来买菜的阿姨，
并把申聪卖给了她。

根据张维平的说法，申军良
把附近所有人家都找遍了，也没
找到那个“买菜的阿姨”。

直到2017年6月，张维平才向
增城警方供述，孩子是通过“梅
姨”出手的。而且除了申聪，他还
拐卖了另外八个孩子。

根 据 张 维 平 对 警 方 的 描
述，梅姨当年50岁左右，2003年
至2005年间，长期居住在增城客
运站附近的城丰村鸡公山街，
平时以做红娘为生。每次张维
平拐到孩子，就和梅姨在增城
汽车站附近的斜坡见面。梅姨
还曾带他在附近的快餐店里吃
过快餐。

2017年，张维平涉嫌拐卖案

一审庭审时，他回忆了和梅姨的
相识过程。

1999年7月，张维平因拐卖儿
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6年——他在1998年，帮一个
性工作者卖掉了孩子。女人告诉
他，孩子是老乡生的，不想要了。
买家给了他们9000多元，张维平
分到了500元。

2003年减刑出狱后，他去了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租住在石
滩旧车站附近的一间临时房里，
一晚上只要十块八块。

白天没事做，他就到岗贝村
路口的小店里坐着，买东西吃。店
里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他
曾因拐卖小孩坐过牢，就给他介
绍了一个专门收购小孩的阿姨。

“相当于中介一样。”张维平称，因
为阿姨的名字中有个“梅”字，大
家都称呼她“梅姨”。

后来，申军良从警方处获悉，
警方曾按照张维平的供述去寻找
两位老人，但因为已经过去十几
年，其中一人去世了，另一人也因
为年纪太大无法回忆起当年的

事，并没能追踪到梅姨的信息。
初次与梅姨合作时，张维平

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
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
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
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
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
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
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
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他
给了梅姨1000元当做介绍费。

后来他发现，梅姨并不关心
孩子的来历。她承诺，只要有孩子
她就收。而孩子卖到什么地方，梅
姨也从不和张维平提起。

两年间，每隔数月张维平就
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次
下手前，张维平会事先和梅姨联
系好，梅姨找好买家谈好价格，转
告张维平。张维平得手后，双方约
定地点交易。

2018年12月，法院对张维
平、周容平等人涉嫌拐卖儿童案
一审公开宣判，张维平、周容平
被判死刑。

张维平还记得，梅姨曾带他
到河源市紫金县水墩镇黄砂村一
户人家，那里住着一个老汉和一
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张维平在他
家待了一会儿就走了，但梅姨没
走。张维平判断，老汉和梅姨是男
女朋友关系。

张维平还知道，他可能并不
是梅姨唯一的“货源”。他回忆，
2005年左右，“梅姨”曾告诉他，他
的贵州老乡，一个叫“阿华”的人，
也通过她卖掉了一个小孩。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6年
初。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
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
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
梅姨的联系。

警方根据张维平的供述，找
到了老汉张强（化名），今年六十
多岁，曾和梅姨断断续续同居过
两三年。根据他和张维平的描述，
2017年6月，增城警方初步勾勒出
梅姨的特征及活动范围，并公布
了第一幅素描画像。

在这第一幅画像中，梅姨留
着短发，偏瘦，眼睛不大，单眼皮，
颧骨突出，大鼻孔、大嘴。根据警
方公开的信息显示，她会说粤语
和客家话，曾长期在增城、紫金、
韶关新丰等地区活动。

申军良从张维平一审庭审得
知了这些信息。2017年11月2日，
开庭的当天下午，申军良就去了

黄砂村。
申军良去过张强家好几次，

张强告诉申军良，他确实认识梅
姨，多年前，他们通过亲戚介绍相
识，二人处过朋友。梅姨曾说自己
名叫番冬梅。但后来，警方并未查
询到符合条件的“番冬梅”。

除此之外，张强对她也不是
很了解，没去过梅姨家，也没见过
她的家人。“她只是偶尔过来一
下。”张强说。

张强印象中，他们交往的两
年中，梅姨每次在他家住一阵就
走了，说是去做生意，过一阵又回
来。而且从来不让人看她的身份
证。那时，张强并不知道，梅姨说
的“生意”是拐卖儿童。

“她不是紫金人，我们交流很
困难。”张强告诉申军良，梅姨说
自己是广州人。张维平也说过，他
记得，老汉和梅姨用两种不同的
方言交流。

申军良拿着警方公布的梅姨
画像给张强看，但张强表示已经
忘了梅姨的样子。申军良想让他
帮忙联系梅姨，张强也拒绝了。

2017年底至2018年初，申军
良在黄砂村待了三四个月，每天
在村里转。和村民混熟了，才有
村民告诉他，梅姨的画像和她本
人不太像。后来张强也跟申军良
透露，你拿这个东西不行，不像
梅姨。

申军良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
给警方，并私下找过山东省公安
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希
望他帮忙画梅姨的画像，但被拒
绝了。“如果要画犯罪嫌疑人，必
须警方找我才行，因为这是刑事
案件。”林宇辉解释。

林宇辉称，直到今年3月，广
州增城刑警队给他打电话，发出
了画像邀请，并为他购买了济南
到广州的往返机票。3月6日，林
宇辉跟随增城刑警队来到紫金县
黄砂村，见到了张强和他的女儿。
他首先对梅姨的体貌特征进行询
问，张强清晰地说出梅姨的特征：
一米五几的个子，体态比较胖，脸
比较大，脖子短、大鼻头、大嘴、有
点三角眼，梳一个农村妇女的短
发。那次画像从起稿到收尾用了
将近四个小时。

林宇辉称，网上流传的彩色
版是一个擅长人物电脑画像的好
心人做的，他看到梅姨的模拟画
像，就在素描的基础上做了电脑
上色，为的是让画像看起来更真
实，像照片一样，方便大家辨认。

11月初，梅姨涉嫌拐卖的两
名儿童被增城警方寻回，并组织
了认亲。但两个孩子的买家并未
能提供更多有关梅姨的信息。11
月 9 日，林宇辉把彩色图片发给
了申军良，随后由申军良向外发
布了照片。 据新京报

梅姨曾说名叫番冬梅
但没见过她的身份证

同居老汉
张强

广东警方回应：
左图为林宇辉所作画像，右图为彩色版电脑画像

经两个老人介绍认识梅姨
她承诺只要有孩子就收

人贩子
张维平

主侦“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的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
局主办民警表示，“梅姨”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2017年初，当时
警方抓获了张维平团伙，据张维平供述其曾在2003年至2005
年间拐卖9个儿童，均通过一名被称为“梅姨”的女子介绍和联
系转卖，并支付对方介绍费。

为核查“梅姨”情况，根据张维平的描述，广州警方绘制了
“梅姨”的第一张模拟画像，并于2017年6月公开悬赏，但未获
得有价值举报线索。

根据张维平提供的线索，警方摸排到一名疑似认识“梅姨”的
男子，其自称曾有一个叫潘冬梅（音）的女友，经组织辨认，该男子
与张维平均称不认识，且无法证明潘冬梅（音）与“梅姨”为同一人。

应被拐儿童家属多次要求，2019年3月，广州增城有关部
门派员陪同曾替被拐儿童画像的外省退休警务人员找该男子
对“梅姨”画像。经张维平辨认，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相似度不
足50%，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由于“梅姨”参与该系列案的线索属于张维平指认，公安机
关仍在进一步核查中。

目前各地出现的梅姨信息
均不属实

警方称，除广东外，近期湖南、四川、福建乃至新疆等地均
有人举报称“梅姨”在当地出现，后经复核，均不符合案犯描述
的“梅姨”身高、年龄、语言等综合特征。

警方曾在2017年6月13日悬赏通报中称，“梅姨”真实姓
名不详，2017年时约65岁，身高1.5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
长期在广东增城和韶关新丰地区活动。

2017年以来，警方曾对照此特征对叫“梅姨”（含同音字）的
人进行大量数据分析、排查走访，相关线索一一接触、一一核
实，但至今仍未取得突破。

目前，“梅姨”画像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恐
慌，并给一些与画像相似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

警方表示，从张维平供述的情况看，“梅姨”是一名中间介
绍人，负责为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联系“买家”，通过收取介绍
费非法获利。社会公众对所谓“梅姨”信息不必恐慌，欢迎各界
人士积极提供相关线索，协助警方尽快破案。

警方将继续积极寻找
其余7名儿童下落

11月13日，广州警方通报，“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案”有了
新进展，两名被拐儿童被找回，并组织了家属认亲。

警方表示，此类案件因作案随意性较强、痕迹物证少，且在
当年条件下缺乏视频监控等技术，破案解救难度较大。

为此，广东警方推出DNA寻亲绿色通道，免费就近为求助
者服务。2009年至今，广东警方通过全国打拐DNA信息系统已
找回被拐或失踪人员1000余人。

此外，依托智慧新警务技术，警方不断缩小被拐儿童的查
找范围，对疑似对象逐一摸排走访。2018年以来，广东共找回
16名被拐十多年的儿童。

广东警方郑重表示将继续积极寻找其余7名儿童下落，严
厉打击拐卖犯罪。 据新华社

“梅姨”身份与长相
暂未查实

A

B

此
前
，警
方
根
据
描
述
绘
制
的
﹃
梅
姨
﹄
画
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