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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小区的房子卖吗？”
“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有房子的！
”
业主骚扰电话接不停，
是谁泄露了个人信息？
“您好，
您××小区的房子卖吗？”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里有套房子
的？！
”
以上的情景是不是似曾相识？8 月 19
日，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检察院向镇海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他们对非
法买卖、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宁波某房产
中介公司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对辖区内相关
行业加强监管，依法查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
息的行为。昨天，
记者就此事进行了了解。

A

不动产登记信息错得离谱
这事究竟该找哪个部门纠正

房产中介购买 3600 余条业主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倒卖给他人
2018 年 8 月，市民小李欢天喜地地搬进了位
于镇海区骆驼街道某小区的新房。可是入住没
几天，他就隔三差五接到镇海某房产中介公司的
电话，电话那头还直接叫出了小李的名字，并询
问其愿不愿意将位于该小区的房子出售。
小李向邻居们一打听，才知道本小区与他有
同样遭遇的业主很多。
“很多人和我的情况一样，
对方对业主的姓名和房号一清二楚，所以大家判
断，我们小区的业主信息被泄露了。
”
很快，警方介入侦查，抓获宁波某房产中介
公司镇海骆驼分店的店长宋某，并顺藤摸瓜抓获
了泄露这些信息的
“上家”
应某。
据宋某交代，2017 年 10 月，他看到应某通过
微 信 发 布 的“ 出 售 镇 海 一 些 小 区 业 主 信 息 ”广
告。为了拓宽房产中介业务，他马上通过微信以
150 元的价格向应某购买了镇海几个小区的业主
信息 3600 余条。之后，宋某便根据这些信息挨
个向业主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出售自己的
房子。
之后的一年时间直到案发，宋某从应某处购
得镇海“某某国际”
“ 某某锦苑”
“ 某某家园”等小
区的大量业主信息。同时，见有利可图，他也开
始做起了“二道贩子”，先后向他人售卖手中小区
业主的信息。据统计，宋某共计收买、售卖公民
个人信息近 1.5 万条。
2019 年 6 月，宋某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2000 元。

B

个人档案凭空出现一套房？
房产使用期限竟然在清朝？

检察院启动行政诉前公益诉讼程序
中介公司理应承担法律责任
随后，镇海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介入调查，审查后发现，宋某不但自己非法购买、
使用了业主信息，还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分享，公

开门理城事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城管局）了
解到，近年来，我市城管部门加快推进智能化，抓好智
慧城管平台建设，加强智能终端和物联感知设施应
用，提出加速实现“三大转变”，即逐步推进从屏幕可
视向智能可判转变、从统计生成向大数据分析转变、
从概念模型向数据模型转变。
我市城管部门围绕“互联网+”这一主题，推进市
容环卫行业各领域数字化、智慧化，促进大数据、物联
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环卫管理服务融合。持
续加强市容环卫管理和服务体系智能化建设，拓展智
慧化环卫管理平台功能，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市容环
卫服务深度融合。加强环卫基础数据和信息资源采集
与动态管理。深化智慧环卫应用，统筹推进市容环境
检测、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处置监管、建筑渣土监管、
户外广告管理等平台建设，提高行业信息化水平。
意大利 HTM55 多功能平台车应用到公园养护。

严勇杰 绘

司并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对他进行干涉、阻
止。承办检察官意识到，该房产中介公司
对宋某收买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进一步扩
散，
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该房产中介公司并未受到相应
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
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
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
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
息安全。
“在本案中，宁波某房产中介公司并
未采取必要的技术措施或其他措施，以确
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
丢失，对此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镇海
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曹慧
卉介绍说。
日前，镇海区检察院正式启动了行政
诉前公益诉讼程序，并向镇海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他们对非法
买卖、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宁波某房产
中介公司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对辖区
内重点行业的监管，依法查处侵犯消费者
个人信息的行为。
据悉，收到检察建议书后，镇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表态，他们将迅速对该房产
中介公司展开调查，并加强对相关行业的
监管，严肃查处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行
为。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吴旻 李尧

本报讯（记者 殷欣欣） 市民徐先生查
询不动产登记信息，结果吓了一跳，
“ 我女儿
名下那套房子登记的使用期限竟然是 1899 年
12 月 30 日起 1899 年 12 月 30 日止，而我名下
竟然凭空多出了一套别人的房子！”徐先生感
到非常诧异，
他觉得个人不动产登记信息原本
是很严肃的事情，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低级的错
误。
“1899 年是什么概念？清朝光绪年间啊！
”
徐先生曾将自己一套位于紫金巷的房子过
户给女儿。
日前，
徐先生帮女儿到浙江政务网上
查询不动产档案，
而查询的结果着实出乎意料，
档案显示：不动产建成年份是 2013 年 2 月 20
日，
而使用期限却是1899年12月30日起1899
年 12 月 30 日止，
使用期限只有 1 天，
而且早于
建成时间近114年，
在遥远的清朝。
面对这个“可笑”的错误，徐先生有点笑
不出来，他担心这不是“个例”，于是赶紧输入
自己的个人信息进行查询，而结果更是让他
心惊肉跳，他档案里竟然多出一套房！而前
后矛盾的是：登记在他不动产档案里的房子，
其权利人并不是他本人，而是另有其人。真
正的权利人的身份证登记号码是 15 位，与徐
先生身份证号码升级前是一样的。
“别人的房子登记在我的不动产档案里，
这是闹哪一出？”徐先生说，他决定弄个明白，
“否则睡不踏实”
。
徐先生先向 81890 咨询，工作人员建议
他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
登记查询窗口，工作人员现场查询核实，发现
问题确实存在。随后，工作人员又查原始登
记信息，发现该套房子是房改房，但查不到更
多原始信息，
建议徐先生去市房改办。
徐先生又找到市房改办，
对方工作人员查
询核实后也表示不可思议，
但是对徐先生提出
的更正要求，
房改办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更
改权限，
建议徐先生找国土资源部门。
记者根据徐先生所反馈的情况，也联系
过市房改办，对方工作人员表示，这事的确不
归他们管。随后，根据对方建议，记者又联系
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室，对方表示需要
向有关科室了解情况再给回馈。
关于此事的进展，
本报将继续关注。

各种黑科技纷纷显神通

我市城管强化科技应用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该车采用橡胶履带驱动，可以轻松通过台阶，能上铺
装道路不会损坏路面。车身紧凑，公园里通过性好。具
备运输、登高作业、吊机、升降平台等多种作业功能，
极大地满足了公园养护的实际使用要求，尤其是在应
急抢险中发挥突出作用。
国内首个城市桥群科学智慧化管理平台全面建
成投用，监测管理覆盖 10 座大桥（青林湾大桥、长丰
桥、庆丰桥、湾头大桥、明州大桥、外滩大桥、甬江大
桥、新江桥、灵桥、澄浪桥）。通过创建平台，构建在线
健康监测、巡检养护管理、桥梁地理信息、视频监控与
安全预警四个子系统，发挥实时监测、巡检养护、安全
监控、综合管理四大系统功能。
今年桥梁结构检测（特殊检测），市政设施中心引
进了新的检测技术，可以在不拆除外层 PE 和不锈钢
保护套的条件下，实现在役吊杆索体及锚固区缺陷的
快速检测，就像是给桥梁照了个局部 CT，避免对桥梁

造成二次损伤，实现对桥梁无损检测。同时，操作更加
方便，现场安装、拆卸方便，无需封闭交通，精度高，可
检测出 5％金属截面积损失断丝或腐蚀缺陷。实现桥
梁在役吊杆索体及锚固区无损、快速、精确检测。
预计到今年年底，
中心城区城市化管理区域智慧城管
覆盖率将达到100%，
今年内22家中心镇平台全部投入正
式运行，
53家建制镇平台启动试运行，
确保全市中心镇、
建
制镇智慧城管建设、
运行覆盖率达到100%。
积极协助行
业部门推进智慧综合执法、
视频监控取证、
违停抄告、
餐厨
垃圾监管等行业信息系统研发，
进一步加强行业管理智能
终端和物联感知设施应用，
提高视频问题查报及智能发现
案件占比。
为非接触性执法提供精准支撑。
推广
“扁平化”
管理模式，
提升智慧城管监管效能。
“一网发现、
行业互动、
多级联动”
，
确保城市管理问题在网格内发现，
在网格内解
决，
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实效。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刘拥军 郭腾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