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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杨轶男

  田林最近几乎每天都在和学生们玩“猫和老

鼠”的游戏——— 学校门口那家奶茶店向学生提供

“租手机和游戏账号”的服务，班里爱玩游戏的几

个学生一放学就会溜进去，花5元钱租一部手机

和账号，在网络游戏世界里“火拼”。有时玩得正

起劲，发现田林进店，起身就跑，连书包都不

要了。

  作为湖南省永州市一所中学的班主任，田林

为了防止学生沉迷网络游戏而绞尽脑汁：屏蔽教

室信号，与学生谈心，与家长约谈……但让他防

不胜防的是，校门口奶茶店竟然为学生打网络游

戏提供了便利。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新学期伊

始，一些学校门口的奶茶店、文具店、书店穿上

“马甲”做起了游戏租号生意。一些电商平台和手

机应用商店均能搜索到游戏租号店铺和应用，每

款游戏可供租赁的账号数量庞大，并且商家宣称

租出账号均为实名认证，游戏过程中若触及防沉

迷人脸验证，可以退款。

  除了租号以外，还有不少未成年人通过代

刷、当代练、借用他人身份证号码等多种形式躲

避“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伪装成年人沉迷在网

络游戏世界中。

奶茶店铺穿上马甲

提供游戏租号服务

  田林所在的学校附近，有不少奶茶店、书店

和文具店，直线距离基本不会超过200米。每到放

学时，这些店铺里便挤满了学生。

  起初，田林以为这些学生要么在买饮料要

么在看书，留心观察了几天后，他才发现原来

学生们是在租手机玩网络游戏。“只需5元就可

以租到一部手机和现成的游戏账号。”田林告

诉记者。

  李康是田林的学生，热衷于网络游戏，经

常偷偷去奶茶店租手机和游戏账号。据他介

绍，这些店铺不会明码标价，而是根据学生租

用手机的型号和账号的不同等级来定价，每小

时5元至15元。

  “同学之间相互介绍资源，哪家店有更新网

络游戏都门儿清，一般利用午休和放学后的时间

去玩。”李康说，这些租金都是自己从生活费中省

下来的。

  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一所高中门口，记者发现

也有类似的文具店和小商店，店内摆放着各种学

习和生活用品，还有一台电脑和多个插板。

  据这所高中的学生介绍，他们如果需要给手

机充电，便去这些店铺，充一次电收费3至5元；还

可以下载歌曲和电影，每首歌或每部电影收费2

至3元。“只要给钱，啥都可以。就说自己想借用手

机，商家也不会问用手机干嘛。”当被问及店内是

否提供租手机和游戏账号服务时，一位学生这样

告诉记者。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实体店提供租号服务

外，在一些电商平台和手机应用商店也能搜索到

提供游戏租号的店铺和应用，其中每款游戏可供

租赁的账号数量庞大，并且商家宣称租出账号均

为实名认证，游戏过程中若触及防沉迷人脸验

证，可以退款。

  “之前租号、买号很方便，我在电商平台一家

网店里买过一次账号，直接下单就可以，根本不

会问我的个人信息。”河南省某职业高中的学生

李肆说。

绑定成年人身份证

代刷业务日趋火爆

  除了租号外，代刷是未成年人躲避平台人脸

识别审核的一个“法宝”。

  所谓代刷，是指将未成年人玩家账号绑定成

年人身份证，让成年人刷脸，以此通过平台审核，

即可进入游戏。

  记者注意到，在百度贴吧，有网友发帖介绍

代刷的相关经验，并详细列出操作步骤，有不少

网友在下面跟帖回复。还有一些网友在贴吧内招

揽生意，称自己可刷脸代过，价格因人而异。

  记者添加了一名为“可可”的网友，询问代刷

事宜。“可可”称，首次代刷120元，后续每次20元，

操作过程中不需要提供任何个人身份信息。当记

者主动提到“自己是未成年人”时，对方并未拒绝

交易。

  不过也有网友在得知记者是“未成年人”后，

主动结束了交易咨询。这名网友的定价标准是首

次代刷100元，后续每次30元。

  记者调查发现，网上还有一种更高阶的代刷方

式，即找一个即将成年的未成年人，绑定其身份证

号刷脸，过几天这名未成年人成年后，立即删掉人

脸，换成自己的实名信息，这样也能规避平台审核。

  有网友在贴吧内晒出上述操作的截图，其出

生日期为2004年，但在游戏系统内实名验证却为

成年人。原因就是他付费88元，找到了一名即将

成年的未成年人。

  对于寻找即将成年的未成年人刷人脸再更

换成自己实名的这一做法，记者在代刷网友“可

可”处也得到了印证。

  “可可”称圈内将这类未成年人称为“料子”。

他说：“之所以找快成年的未成年人，肯定是有破

解的办法。已经测试过多次，都可以通过。如果不

通过，直接退钱。”

  由于代刷人脸是网友之间在平台上自行联

系进行的交易，因此容易出现被骗的情况。

  在百度贴吧“花麦吧”内，一名网友诉说了自

己付费代刷被骗的经历。该网友称，付费后，首次

代刷顺利通过，但后续需要再次刷脸、修改身份

时，代刷者已经“跑路”了。这名网友还发帖称，找

代刷不能确保对方身份，也无法确认对方是否会

恶意篡改自己的账号密码，如果后续还想继续刷

脸通过平台审核，则需继续付费。

凭借优势加入代练

平台可以参加分成

  与代刷不同，代练的段位更高一些。

  据资深网游玩家蒋林介绍，代练是游戏平台

明令禁止的，但为了账号升级，不少玩家都会找

一些技术好的玩家代替自己打比赛。一些游戏水

平很高的未成年人就会去当代练，既可以挣钱，

又可以用别人的账号玩游戏。

  蒋林透露，在一些直播平台或短视频平台上

随处可见游戏代练链接，想入职代练者只需提供

自己账号最高段位截图或以往比赛成绩即可，大

部分代练平台并不会审核身份，因此不少未成年

人可轻松入驻平台接单。

  “如果是在代练平台上接单，平台会抽取一

部分费用，价格也会更高。有些玩家直接找匹配

到的队友，私下交易。至于对方是不是未成年人，

那就不清楚了。大家都觉得只是简单玩个游戏，

不会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不过，也会出现一些

‘跑单’的情况。”蒋林说。

  有未成年人玩家透露，自己曾使用多个代练

软件接单，价格根据对方游戏水平制定，第三方

平台抽取手续费，“代练价格每局从5元至30元不

等，平台收取的手续费也不等，有的收取20%的

手续费”。

  记者注意到，对于未成年人玩家来说，躲避

平台审核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借用家长或者

认识的成年人的身份证号码注册账号登录。

  陈小帅是河南省信阳市的一名初中生，父母

在外地务工，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为了打网

络游戏，他骗爷爷奶奶说自己要用智能手机学

习，需要借用身份证登录，这种情况下老人一般

不会拒绝。“我们班很多打游戏的同学都是这样

做的。还可以找一些关系好的、已经成年的人先

注册账号，再让他把账号借给我们玩。”说到自己

的“妙招”，陈小帅有点洋洋自得。

  此外，记者了解到，不少未成年人也会主动

添加成年人的微信号、QQ号为好友，通过交友的

形式，借用成年网友的账号来打网络游戏。

  “我们认识一些学长学姐，他们上大学之后

还跟我们保持联系，关系一直比较好。有时候实

在想玩游戏了，就找他们借个账号。”李肆说。

监管重拳接连落下

防止沉迷任重道远

  为了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国家一直在行动。

  早在2005年，有关部门就制定了《网络游

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并向网络游戏运营企

业发出《关于开发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的通

知》，要求企业利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在线游

戏时间予以限制。随后又配套出台《网络游戏防

沉迷系统实名认证方案》要求玩家实名认证。

  2019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防止未

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青少年防沉迷

系统提出更加严格、规范的要求。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又下发了《关于进一

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

通知》，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作出严格规定，

要求未成年人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

假日每日20时至21时使用网络游戏，并要求企业

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

要求。

  随着监管重拳一次次落下，限制日益收紧，

未成年人防沉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租号、借号、

买号等产业趁机野蛮生长，规避防沉迷，让不少

未成年人钻了空子。

  有业内人士提出，对于未成年人防沉迷，当

前并无行业统一的规范要求。人脸识别技术至今

未在所有游戏软件中启用。一是出于用户个人隐

私和信息安全顾虑的考虑；二是目前全国尚未形

成人脸识别技术的统一政策法规安全标准、应用

规范。

  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郗培植认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需要

多方合力，相关部门要强化监督，平台要加强审

核，学校和家长要良性引导，这样多管齐下才能

将网友给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但田林仍然有点迷茫，他与沉迷网络游戏的

学生斗智斗勇了5年后深知，防止未成年人沉迷

网络游戏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为未成年人提

供马甲的市场就像打地鼠一样，一个店家倒了另

一个店家就会想些新的办法重来。

  “究竟何时才能真正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呢？”采访结束时，田林这样问道。

（文中田林和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万静

  近日，花了1.7亿元建造，又花了1.5亿元搬迁的

“荆州巨型关公像”，再次将社会舆论的焦点吸引到

“城市建筑为何频现乱象”这个问题上来。

  “超高建筑比着建”“低俗异形街头见”和“千城

一面分不清”被称为我国城市建筑领域的三大怪相。

业内人士认为，频繁出现超越发展需要的摩天高楼、

缺乏地方特色的异形建筑、山寨建筑，其根源在于地

方政府对于城市建筑规划决策制度失范。

  近年来，中央及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连续出台

政策文件，果断出手整治上述城建乱象，特别针对动

辄上百米、投资数10亿元却蕴藏风险的超高建筑，整

顿治理的强度不断加码。

  今年7月，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管理 确保工程安全质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明确提出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确需

建设的，要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建筑方案审查，

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

高层建筑。

  紧接着9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关于加强

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

层建筑。各地相关部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100

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应送当地消防救援机

构征求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发文规整超高建筑

500米以上不得新建

  不知从何时起，各地开始了争建“第一高楼”竞

赛，很多地方决策者认为，拥有摩天大楼是一个城市

经济发展的象征。为此一座座直冲云霄的摩天大楼

拔地而起。上海有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深圳有

592.5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北京有528米高的“中国

尊”、广州有塔身主体高454米的广州新电视塔……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中国高度超过

100米的摩天大楼建筑数量为1938座。根据英国高层

建筑与城市居住区委员会的排名，全世界最高的20

座建筑物有11座位于中国。

  如今，超高建筑的立项审批被发改委紧急叫停。

  7月初，发改委在《通知》中明确提出，要严把超高

层建筑审查关，严格执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的通

知》，把超大体量公众建筑、超高层建筑和重点地段建

筑作为城市重大建筑项目进行管理。其中，对100米以

上建筑应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批

制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

相匹配；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确需建设的，要结合消防等专题论证进行

建筑方案审查，并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其实，这并非发改委首次对超高建筑发文规整。

  2020年6月，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与

建筑风貌管理的通知》明确，今后“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新建100米以上

建筑应充分论证、集中布局”，同时要求新建高楼要符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

的建筑方针，杜绝出现“贪大、媚洋、求怪”等建筑乱象，做到和城市的形神统一。

  从“一般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到如今的“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不难看出，相关部门对于城市超高建筑立项审批的态度越来越严厉。

超高建筑隐藏风险

消防问题尤为突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城镇建筑面积增速明显加快，每年城乡新建房屋建

筑面积近20亿平方米，建筑速度逐年攀升。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这十

年间，我国城镇建筑面积从约110亿平方米增长到约220亿平方米，总量翻了一番。

  伴随着急速增长的建筑体量，我国的城市建筑设计规划却陷入“贫瘠的荒

漠”中，要么是一味追求“新高度”的摩天大厦，要么是一味求洋的“山寨白宫”，

要么在“奇”上下功夫，比如上述湖北荆州出现的“巨型关公塑像”。

  这些城市建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投入巨额资金、形制规模巨大。资

金量大，考验地方政府规划立项的廉洁性；规模巨大，对周围原有的城市风貌、

环境生态、历史文化遗迹又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隐藏着不容小觑的工程质量

安全隐患。

  其中尤以动辄上百米的超高建筑隐藏的风险最大。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分析，目前住宅产权是70年，但建筑设计

寿命的标准为50年，由此算来花费几亿元、几十亿元的超高建筑质量保质期只

有50年，实在算不上经济实用。同时，国家对于超高建筑的抗震技术研究还不

是很成熟，外墙的干挂石、玻璃幕墙、各种配套设备的安全问题，随着时间的推

移，风险系数就会更高。

  其中消防问题最为突出，一旦发生火灾，人们的逃生空间就很小。2010年

11月15日发生在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一幢28层公寓楼的一起特别重大火灾事

故，共造成53人死亡，70人受伤。由于着火位置太高，消防救火极为艰难。高层

建筑消防问题也是世界性难题，为此近年来国外发达国家高层建筑的建设都

在减少。

  此外，超高建筑的维修成本之高也不容小觑，特别是供水供电设备，天然气

管道、暖气管道、电梯等设施都有使用年限。但是，这些零件更换维修起来都非常

困难，不仅费用高，而且还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科学制定规划设计

完善立项决策机制

  针对目前城市建筑的种种乱象，业内专家分析指出，其根源在于城市规划

及决策缺乏科学规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认为，治理城市建筑乱象，应从扭转非理性的规

划设计入手。城市规划部门应严格把关，对不合理、不合格、不和谐的规划设计

坚决说“不”，从严从细制定规划设计的制度规范，不给粗俗、浪费、复制、抄袭的

规划设计方案“开绿灯”。同时，畸形政绩观也是造成城市建设“瞎指挥”的重要原

因。为此，应完善工程立项决策机制，将行政权力严格限定在项目合法、经济可行

等方面，让政府成为强有力的监督方；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的管理，遏制举债建

设“形象工程”。

  201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

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严格控制超高层建筑建设，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工

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加强超限高层建筑抗震、消防、节能等管理。

  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改委发布《进一步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

理的通知》，明确要加强城市与建筑风貌管理，坚定文化自信，延续城市文脉，

体现城市精神，展现时代风貌，彰显中国特色，并对建筑高度提出了具体要求，

指出要“严格限制各地盲目规划建设超高层‘摩天楼’，严格执行超限高层建筑

工程抗震设防审批制度，与城市规模、空间尺度相适宜，与消防救援能力相匹

配”“中小城市要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县城住宅要以多层为主”。

  今年9月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各地要严格控制新

建超高层建筑。一般不得新建超高层住宅。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严格限制

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城区常住人口300

万以上城市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各地相关部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100米以上公共建筑建设项目时，

应送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征求意见，以确保与当地消防救援能力相匹配。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国家对超高层建筑规划审批限制力度的加强，“超高

建筑比着建”的怪象将真正降温，有望引导中国城市建筑进入更加理性、务实

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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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口奶茶店提供租号服务 代刷代练已经形成产业

未成年人网游这条生意链怎么断
  ● 新学期伊始，一些学校门

口的奶茶店、文具店、书店穿上

“马甲”做起了游戏租号生意，为

学生提供租手机和游戏账号服务

  ● 一些电商平台和手机应

用商店均能搜索到游戏租号店铺

和应用，每款游戏可供租赁的账号

数量庞大，并且商家宣称租出账号

均为实名认证，游戏过程中若触及

防沉迷人脸验证，可以退款

  ●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需要多方合力，

相关部门要强化监

督，平台要加强审

核，学校和家长要

良性引导，这样多

管齐下才能将网游

给未成年人造成的

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警察蓝”守护校园安全
  图① 近日，江西省分

宜县公安局湖泽派出所民

警开展“法治安全进校园”

活动，对学生进行防溺水、

消防和用电、交通安全等

主题教育。

本报记者 黄辉

本报通讯员 黄小军 摄

  图② 近日，河南省商

丘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

队民警与小学生做交通安

全游戏，增强他们的法治

观念。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李健全 摄

  图③ 吉林省长春市

交警支队民警近日开启

“护学模式”，护送学生过

马路，并提醒学生遵守交

通法律法规。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摄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