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规定! 银行卡仅限持卡人本人

使用!不得出租"转借#然而!记者发现!

极具私密性的银行卡却在网上热卖$

网售银行卡确为真卡!随卡附送

身份证与开户资料

记者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销

售银行卡"# 显示的搜索结果有几十

万条#其中大部分是专门出售银行卡

的网站$ 这些银行卡是真的吗%

为一探究竟#记者决定亲自购买

一张银行卡$ 用淘宝支付约
!

天后#

记者收到了一张银行卡&一张身份证

和一份银行开户资料$ 随后#记者前

往银行验卡#经验证#该卡确为真卡#

且身份证上的姓名与开户人姓名一

致#开户地为江苏省南京市$

!普通借记卡
"##

元一张# 如需

开通网银则要
"$#

元#还附送开户人

身份证原件一份$ "在一家名为!发发

银行卡"的网站#客服人员介绍#!您

还可以指定开户人的姓名&性别和开

户地#但这种情况不能提供开户人身

份证$ "

记者随机调查了十余家销售银

行卡的网站后发现#各网站所销售的

银行卡种类齐全#且明码标价#一张

普通借记卡的价格一般在
%##

元
!

$##

元# 如需开通网银则需另加
$#

元
!&##

元$ 部分网站还可以根据客

户要求#指定开户人姓名&性别和开

户地$ 卡贩子们十分警觉#均称只能

淘宝支付#拒绝当面交易$

高价购卡有目的!洗钱"逃税"诈

骗"行贿

在银行办理一张借记卡仅需
&#

元工本费甚至免费#而购买一张卡则

要数百元$ 为何还有人愿出高价购

买% 这些银行卡有什么用%

!网上买卖的银行卡为洗钱&诈

骗&行贿受贿等犯罪活动开了方便之

门$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教师陈

鹏飞表示#!由于开户人与使用人并

非同一人#就算使用人用银行卡做了

违法的事情#警方也很难通过开户信

息找到使用人$ "

陈鹏飞说# 假设一个人收受贿

赂# 若他把钱存在自己的账户上#检

察院可能找上门#但如果存在用他人

姓名开办的卡上#行贿和受贿双方均

可实现!匿名"$此道理同样适用于洗

钱和诈骗$

偷税漏税是购买银行卡的又一

用途$

在暗访中# 多名卡贩子告诉记

者#每个月都有很多中小企业主购买

银行卡#这些人想通过多开账户的方

式#将原本一个账户的钱分到几个账

户#以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此外#网店店主也是购买银行卡

的一大主力军$一名卡贩子说'!新开

一家网店往往需要开多个账户来炒

作信用#因此很多店主都会在开店初

期购买大量的银行卡$ "

办卡信息可来自丢失证件!闲置

银行卡莫出售

一些专家表示#银行卡非法买卖

不但会滋长灰色暴利#也为一些经济

犯罪&职务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要

想剪断银行卡非法买卖利益链#需公

安机关&银行&用户合力$

卡贩子说#他们主要通过三种方

式获得银行卡'从持卡人手中收购其

闲置不用的银行卡(购买遗失或被盗

的个人信息及身份证件#然后去办理

银行卡倒卖(通过在银行的!内部关

系"#满足客户!指定开户人"等特殊

要求$

陈鹏飞建议#公安机关可根据网

站上留下的联系方式顺藤摸瓜#切断

销售渠道$

西南政法大学王安白教授表示#

银行方面需加强管理#肃清内部!蛀

虫"#还要完善银行卡办理的审核#不

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用户也要做好自我保护# 不要

贪图小便宜出售自己闲置的银行卡#

一旦被用作犯罪活动#会给自己带来

巨大的法律风险$ "王安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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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杨玉华 刘景洋 周英峰

核心

阅读

!!!!!!

有关媒体
"$

月
"

日披露!广东省试点开展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 此前一天!黑龙江省双城市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市人大代

表孙德江因在处置国有资产问题上有违规违纪问题和为举报人的母亲办理假退休的违纪问题!停止其人大代表资格并免去市工业总公

司总经理职务$ 这是继重庆的雷政富
5!

小时落马和广东
"#

天查处
$

名官员之后!又一次反腐新动作$

地方反腐动作频频!中央纪委也就反腐斗争%问计专家&$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精神!进一步加强

反腐斗争力度!已成为全党和全民共识$

顺应民意!推动反腐

!!!!!!

不难发现 # 从重庆雷政

富的不雅视频 # 到黑龙江孙

德江涉嫌性侵女主播 # 一些

群众通过网络举报贪腐案引

发社会关注 # 推动了纪检部

门调查处理 # 已成为当前反

腐斗争的一个新特点$

专家指出 # !民意倒逼 "

的被动式反腐不该成为常

态 #而应该顺应民意 #积极推

动反腐败斗争的进一步深

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

说 # 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现象就像 !苍蝇 "#直接危害

不一定很大 # 案值也不一定

很高 #但它发生在眼皮底下 #

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 # 负面

影响很大 $ 正因如此 # 近年

来 # 反腐败一直位居群众关

注问题前列$

!网络反腐是公民参与

反腐的重要途径 # 政府与网

民形成了良性互动$ "中央编

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主

任何增科说 # 这也体现了党

和政府对民意的顺应 # 让人

民监督政府 # 政府才不敢松

懈 # 这也是对制度性反腐的

重要补充$

专家强调 # 网络表达是

社情民意的一部分 # 但并不

是全部$如何去伪存真#顺应

民意 #推动反腐斗争 #不仅是

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一些举报人士担心 #自

己身单力薄 # 实名举报信可

能会面临遭受打击报复的危

险 $ 所以有人不惜将内容公

开到网络上 # 宁愿承担损毁

自身名誉的风险$

!这好比走山路 #如果高

速公路畅通 # 不会有人愿意

涉险 $ "有专家直言 #网络反

腐案件的迅速增多 # 在一定

意义上表明反腐渠道不畅 $

可以肯定的是 # 群众支持是

推动反腐的重要因素 # 民意

表达会越来越受重视$

辛鸣表示 # 反腐斗争要

!惩防结合 "#在 !防 "字上大

做文章 # 实现从被动反腐到

主动防腐的转变$ !有人打比

方 #不是干部掉进坑里 #我们

把他抓起来 # 而是在他掉进

去之前#把坑填平$ "

找准下手部位!健全反腐制度
!!!!!!

参加中纪委问计的专家

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 &

复杂性 &艰巨性 #当务之急是

如何 !找准下手部位 #就像庖

丁解牛一样 "#不能是搞东一

榔头 &西一棒槌的 !运动式反

腐"$

对于备受关注的官员财

产公开问题 #何增科指出 #公

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

制度是防范腐败的一项基础

性工程 # 应制定相关法律明

确相关制度 #避免流于形式 $

当然 #这需要一个过程 #但应

该进一步明确时间表和路线

图 # 以赢得党员群众的理解

和信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周淑真表示 # 尽快

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应是反腐

败的突破口之一 # 申报财产

并公示公开 # 应作为提拔领

导干部的前提$

反腐专家建议 # 健全反

腐败法律体系 # 着手解决权

力过于集中 & 权力寻租等突

出问题$ 马怀德说#应考虑制

定!重大决策程序条例 "解决

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问题 &

约束行政决策权 (制定 !信息

公开法 " 将公权力活动公之

于众 & 接受社会监督 ( 制定

!行政组织和编制法 "确保按

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 #

以实现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

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任建明表示 # 反腐体制

是否科学有效 # 是推动反腐

最直接的因素$

专家指出 # 新加坡和香

港经历过长时间的严重腐

败#陷入!越反越腐 "的怪圈 #

终以反腐体制改革扭转局

面 # 以贪污调查局和廉政公

署替代之前的反贪机构 #实

现高度廉洁$ 我国反腐体制#

可考虑通过纵向垂直改革 #

设立中央和省两级反腐败机

构 #实现省以下垂直 #也可在

一些地方试点 # 之后进行推

广$

!

"

反腐动嘴又动手
!!!!!!

近来有关部门查处反腐案件提速#让许

多党员群众感觉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反腐决心#这是!新华视点"记者连日追访参

与中纪委座谈会专家学者获得的信息$

!中央对腐败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不能

拖#要下大力气解决$ "与会的中国政法大学

副校长马怀德指出# 以十八大为新起点#当

前反腐败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不仅反腐败目

标更加清晰&明确#而且反腐败也有了新的

战略规划和思路$

从雷政富迅速被处理#到黑龙江双城市

人大代表孙德江被停止人大代表资格和免

职(今年
&#

月
%$

日以来#短短
"#

天时间#广

东省
$

名厅处级干部先后落马$

一些地方高效的反腐动作#让人们为之

一振$

一位退休干部表示#这让人们看到新一

届中央领导与腐败!水火不容"的决心#百姓

期待!中央动真格的$ "

十八大报告用!亡党亡国"来警示腐败

问题的潜在危险$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

当选后的首次亮相中#以!打铁还需自身硬"

来表露反腐决心$

&&

月
!#

日#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

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任建明认为# 政治决心是反腐败的重要因

素$ !要彻底治理腐败#实现廉洁政治#老百

姓关注度很高$ "

专家指出#从十八大报告!建设廉洁政

治"的表述#到一些地方反腐败举措#再到中

纪委向专家学者!问计反腐"#均释放出一种

信号)))反腐不要!空谈"要!实干"$

#

网售银行卡暗藏玄机
为洗钱!诈骗!逃税!行贿受贿开方便之门

核心提示

一张普通借记卡
$00

元到

100

元#开通网银需另加
10

元

到
200

元)))仅花
30

元钱就

可在银行办理的借记卡# 为何

在网上高价出售% 这些用他人

真实身份信息开的真卡# 会被

用来干啥%

你可能想不到# 有人拿着

这样的银行卡# 进行诈骗&洗

钱&行贿受贿&偷税漏税等非法

活动#就像披上了!隐身衣"$记

者调查发现# 银行卡非法售卖

充斥网络#已形成收购&开办&

销售&使用灰色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