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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方实施打击后一段时
间，记者再次联系了李靖的微信
和新鼎会之前一名客服的电话。

李靖回复：仙霞路店停业
了，现在搬到了安化路江苏路。

新鼎会客服则回复：原店停
业装修，请到徐汇区华都国际夜
总会。并告诉记者，都是原班人
马，服务模式不变。

警方表示，地下色情场所在
被打击后，一般会在第一时间完成
大转移，从这个区转移到另一个
区，然后另起炉灶、重操旧业。“对
色情业的打击，有一个海绵效应，
挤一挤，他们就流动到其他地方，
所以我们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建
立打防协作机制，穷追不舍。”办案
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对以上几个场

所的转移情况基本掌握。
针对不法分子在百度地图

发布招嫖信息一事，记者采访了
相关业内人士。这名不愿具名
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个领域
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的，以前一
些不法分子利用百度推广发布
招嫖信息，被警方打击后就转移
到了百度地图上。这一转移更
具针对性和隐蔽性，因为一方面
现在利用地图导航已经成为人
们的行为习惯，客人在寻找色情
服务的时候往往首选地图导航；
另一方面利用新网络平台招嫖
又能有效避开警方对色情业的
打击和监控。

除了百度地图，记者还对另
外几款地图导航软件进行调查，

发现也有疑似招嫖信息。
上海警方透露，在对现有地

下色情业定点清除和有效打击
之外，要对这些网络平台建立扫
黄数据监控系统，一方面警示网
络平台经营者提高自律，警告他
们不能只顾经济效益而忽视法
治意识，要求他们对现有推广业
务进行合法化认证，对有害信息
进行整顿，过滤那些涉嫌违法犯
罪的招嫖信息，起到根除犯罪土
壤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加强信
息技术的运用和整合，对线上招
嫖平台进行日常监控，采用露头
就打的战术，有效防控地下色情
业死灰复燃甚至蔓延猖獗的情
况发生。

据法制日报

百度地图被曝成地下色情业平台
线上招嫖更具隐蔽性 打防新机制有待加强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9日
电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
发出“怒火打击”警告后，朝鲜
回应，正考虑发射导弹对关岛
周边进行包围射击。分析人
士认为，不断升级的相互威
胁，不可避免会引发新一轮地
缘局势紧张，不利于半岛局势
缓和。

美国《华盛顿邮报》8日援
引国防情报局的报告称，朝鲜
可能已经掌握在洲际导弹上
装载核弹头的技术。特朗普
随即强势表态称，朝鲜“最好
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

致前所未有的“暴怒与打击”。
9日，朝中社援引朝鲜人

民军战略军发言人的声明说，
为压制和牵制美国战略轰炸
机所在的关岛安德森空军基
地等军事基地，并向美国发出
严重警告，朝鲜正慎重考虑用

“火星-12”型中远程战略弹道
导弹对关岛周边进行包围射
击的作战方案。

发言人说，有关部门将对
方案进行充分研究和拟订后
上报朝鲜最高司令部，朝鲜核
武力总司令金正恩一旦做出
决断，方案将随时付诸实施。

据新华社石家庄8月9日
电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了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
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原市长
黄兴国受贿一案。

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指
控：1994年至2016年，被告人
黄兴国利用担任中共浙江省
台州地委书记、台州市委书
记、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副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
宁波市委书记、中共天津市委

副书记、天津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市长、中共天津市委代理
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者利
用本人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
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取
得项目用地、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通过特
定关系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
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
万余元，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
庭，择期宣判。

天津原市长黄兴国
受贿案一审开庭

新华社特稿 美国国防部
长詹姆斯·马蒂斯8日与到访
的越南国防部长吴春历会
谈。五角大楼宣布，明年将派
一艘航空母舰访问越南。

五角大楼8日在一份新闻
稿中说，马蒂斯与吴春历讨论
了不断发展的美越防务关系
以及地区安全挑战，同意深化
两国防务合作，具体形式除了
美军航母访越，还包括扩大海
军合作，增加情报共享。

这将是1975年越南战争
结束后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
南。美军舰船近年来多次在
金兰湾停靠维修。

越南政府先前在一份声明
中说，越南总理阮春福今年5月访
问白宫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讨论了航母访越事宜。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4
月宣布，特朗普将在11月访问
越南，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新华社纽约 8月 8日电
中国女游客赵燕2004年在尼
亚加拉大瀑布游览时被美国
移民局警察殴伤，美国政府7
日被判向赵燕赔偿约46万美
元（约合308万元人民币）。

根据新华社记者8日从纽
约州西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
罗彻斯特市办公室获得的判
决书，法官伊丽莎白·沃尔福
德裁决美国政府对于移民局
警察对赵燕的“攻击、殴打和
非法拘留”负有责任，应赔偿

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
等共计约46万美元。

2004年 7月 21日，来自
中国天津的赵燕在尼亚加拉
大瀑布美国一侧游览时，被移
民局警察罗伯特·罗兹误当作
毒品走私者而对她喷射辣椒
水并进行殴打。罗兹最初被
开除职务并提起刑事诉讼，但
在2005年被判无罪后复职。
2006年，赵燕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美国政府赔偿1000万美
元。

前不久，有知情人士向《法制日报》
反映称，上海部分地区地下色情业猖獗，
而且利用百度地图招嫖已经成为违法犯
罪新动向。相比传统招嫖方式，线上招
嫖更具针对性和隐蔽性，形成巨大的黑
色利益，相关利益人分工明确、配合默
契，给警方打击带来更大的难度。

《法制日报》记者在警方的配合和
支持下，事前对部分场所进行了暗访调
查，并将相关信息与警方共享。上海警
方经过对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审查，
确认了记者暗访情况属实，并表示，今后
将根据地下色情犯罪的新动向，拟建立
扫黄信息数据平台，通过严密监控线上
招嫖平台，有效防控地下色情业的蔓延。

招嫖新平台浮出水面

甄诚经营着一家正规的足浴
店。3个月前，他通过邮件的方式
向本报反映，上海市长宁区、普陀
区一些场所的地下色情业猖獗。

按照甄诚的指引，《法制日
报》记者选择在20时左右驱车来
到长宁区地界，打开百度地图，在
搜索栏输入“洗浴”，点击搜索，一
下子出来2604个地址，店名都非
常妖艳和时尚，有“千花桑拿”“莞
式一条龙”“至尊国际桑拿”等。大
部分店名都有一个明确的地址和
服务电话（基本上都是手机号码）。

“地址都是假的，你如果按照
上面标注的地址找过去，根本找
不到这个店，那个服务电话才是
关键。”甄诚说。

记者随机点开一家名为“威

尼斯水磨桑拿会所”的地址，上面
显示为长宁区古北路555号，访
问量为4048人次。地址下面提
供了一个手机号。

“你好，我导航过去怎么找不
到你们的店？”记者拨通这一号码。

“哥，不是的，那个地址是空
的，我们真实的地址在仙霞路345
号东方世纪大厦二楼，你到了打
我电话，我到门口来接你。”一名
自称李靖的男子接了电话。
“干吗弄得这么麻烦？”
“主要是为了安全。”
记者来到了东方世纪大厦，

发现这里是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
版中心所在地。记者再次拨通李
靖的电话。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顺利进

入大厅。“这里是前台和等候区，
人多的时候就在这里休息等待，
你也可以先选小妹，等有空房了
就可以进去了。不过今天应该不
用等。”李靖说。

于是，记者直接进入选人区，
这里伴随着快节奏的音乐灯火闪
烁，舞台上一群妖娆暴露的女子
有站有坐，搔首弄姿，每个人腰间
别着一块牌子，上面分别标有一
个字母和一个数字。

李靖给了记者一个价目表。
解释说：“字母代表价位，数字代
表排号。T牌的1498元，S牌的
1998元，SS牌的2498元。都是
莞式全套服务带水磨，保证你满
意。”

“这太贵了，要不下次再来。”

黑色利益链环环相扣

“以前广东东莞不是扫黄了
吗？很多小姐就来上海，我们这
边清一色的莞式服务，你真该试
试。”李靖接了记者的一根烟，便
和记者在路边聊开了。

“这行好做吗？”
“现在还好，开始做的时候

我亏了10多万。”
“怎么亏的？”
“百度地图推广是需要钱

的，一条推广信息从几十元到上
百元不等，主要根据信息的推广
排位先后和制作的服务评价多
寡，我们每个月在这上面都要花
两万多块钱。”

李靖说，“开始经验不足，客
人就少，连续亏了半年多。后来
知道这种推广需要把网撒大一
些。现在好了，每个月刨去给百
度地图的推广费，还能剩两万多
块钱”。

“你们怎么分成呢？”
“小姐提一半，我们根据每个

客人选择的不同价位提50元到
150元不等。剩下的是老板的。”

李靖带着记者到了马路对
面的鑫达大厦三楼，这里就是他
所说的价位低一些的场子。记
者发现，这里的经营格局和服务
模式与第一个场子一模一样，唯
一的区别就是价格的高低和小姐
的身高姿色不同罢了。这里的价
格在800元至1500元不等。

就在记者与李靖聊天过程
中，根据事前的安排，“外援”打
来电话，记者借故有急事离开。

事后，记者通过警方了解
到，这些场子为了逃避打击，提
高所谓的安全性，就采用利益链
进行捆绑，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他们一般选择写字楼或者
星级较低的酒店入驻，门面极其

隐蔽，里面一般分为两个厅和一
个服务场所，相互之间用暗门隔
开，服务场所还留有后门。在人
员分工上，有保安专门负责外围
蹲点，一旦发现警情，第一时间通
知内部保安，可以在极短的时间
里从后门疏散客人，逃避打击。

记者从李靖处了解到，这些
场子的人员配置一般是有多少小
姐就有多少“公关”，像东方世纪
大厦和鑫达大厦这样的场子有
60多个小姐和60多个“公关”。

记者根据李靖提供的信息
作了一个初步测算，像李靖这样
的“公关”每个月至少要完成
400名客人的经营任务才能保
证每月4万余元的收入。以此
类推，一个业务量正常的“公关”
每月可完成经营额 60万元以
上，由此地下色情业的黑色利益
之巨可见一斑。

打防新机制有待加强

美威胁“怒火打击”朝鲜
朝考虑用导弹围射关岛

美国将派航母访问越南

美国政府被判赔偿
中国游客赵燕46万美元

漫画：百度地图成招嫖新平台 东方IC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