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2月23日 星期日 5版经济与法

本版编辑 曹红艳

借你一双慧眼 识破网络骗局

特 别 关 注特 别 关 注

在网络迅猛发展的今天，不法分子的
诈骗伎俩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综合近年
来全国各地发生的网络诈骗案件，记者在
采访中获知，当前典型的网络诈骗手法主
要有以下 10类：

——冒充亲友诈骗。不法分子通过
欺骗或者黑客手段获取受害人亲友的聊
天工具、邮箱等网上联络方式，冒充受
害人亲属向其借钱，有的甚至将受害人
亲 友 的 视 频 聊 天 录 像 播 放 给 受 害 人 观
看，以达到取得受害人信任诈取其钱财
的目的。

——征婚交友诈骗。不法分子经常通
过网络婚姻媒介，以假名与受害人进行联
络，在骗取对方信任后，选择时机提出借钱

周转、合作经营、急救医疗等各种理由，骗
取钱财后便消失，无影无踪。

——网络购物诈骗。不法分子在互联
网交易平台开办网店，或直接开设购物网
站，兜售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为增加可
信度，声称商品来自走私、罚没、赃物等非
正常渠道。网购者若信以为真，轻易汇出
钱款，则极有可能有去无回。

——就业招聘诈骗。不法分子在各大
网站论坛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设立虚假的
某大型企业招聘网站，以向求职者索要手
续费、介绍费、押金等为名实施诈骗。

——网游装备诈骗。不法分子在众多
热门网络游戏网站，向游戏玩家兜售各种
游戏装备、点卡或声称提供游戏代练服务，

且实行明码标价，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千元
不等。当游戏玩家将钱汇入对方账户后，
对方即遁隐无踪。

——虚假中奖诈骗。不法分子通过电
子邮件、论坛短信、网络游戏等方式发送中
奖信息，诱骗网民访问其开设的虚假中奖
网站，再以支付个人所得税、保证金等名义
骗取网民钱财。

——彩票预测诈骗。不法分子开设彩
票预测网站，以有内幕消息、权威预测等为
名，大肆吹嘘其历史预测成绩，诱骗网民汇
款加入成为会员。

——炒股暴富诈骗。不法分子开设股
票投资网站，冒充正规证券公司，以有内
幕消息、权威分析等为名，大肆吹嘘其历

史投资成绩，采用会员制收费的方式，推
荐所谓“绩优股”、“稳涨股”，诱骗网民
打款进行投资。

——私募基金诈骗。不法分子在网上
广发信息，声称有某国政府证券交易机构
和国际知名投资公司联合推出的“海外网
络私募基金”，具有国家认证和审批证书，
月回报率极高，短时间内能拿回本金，以后
年年有分红，吸引网民投资。

——网络钓鱼诈骗。不法分子通过使
用“盗号木马”、“网络监听”以及伪造的假
网站或网页等手法，盗取用户的银行账号、
证券账号、密码信息和其他个人资料，然后
以转账盗款、网上购物或制作假卡等方式
获取不法利益。

他总是骑着一辆电动车，走
街 串 巷 ， 在 社 区 巡 回 6 年 如 一
日，不为名，不为利，专职为社
区群众化解纠纷。他就是北京市
西城区法院巡回法官赵海。

2007 年，西城法院推出“巡
回法官进社区”机制，把审判台
搬到街道社区，把矛盾解决在萌
芽状态。从事民事审判工作 17
年、工作经验丰富的赵海，成为
首任巡回法官。同时，他也是北
京市惟一的专职社区巡回法官。

在百姓中间，离群众最近。邻
里街坊之间的矛盾看似是一些鸡
毛蒜皮的事情，可赵海不这么认
为。他时常说“老百姓的事儿再小
也是大事”。50 多岁的杨大妈和
86 岁的刘奶奶是老邻居，两家因
为下雨开关窗户的问题经常拌嘴
吵架。因为这事儿，刘奶奶每次经
过杨大妈家门口都要大骂。这一
骂就是 10 年。两家积怨也就越来
越深。杨大妈虽然生气，可从来不
还嘴，因为怕吵架导致刘奶奶犯

病。可是杨大妈自己却患上精神
抑郁，“我都不想活了，真想哪天
抱着老太太跳楼，一了百了”。

这事儿最终还是闹到了赵海
那里。赵海耐心劝说情绪激动的
杨大妈平静下来。然后，他来到
刘奶奶家里，开口一句“奶奶，我
是法院的小赵”，一下子拉近了关
系。赵海从聊天中发现，他们两
家并无大矛盾，就是因为长期缺
乏沟通。赵海就找到杨大妈，劝
她主动和刘奶奶谈谈，解开心结，
相互道个歉。赵海通过聊天知道
老人喜欢吃稻香村的点心，建议
杨大妈买了点心匣子送到老太太
家里。赵海还请了老太太的儿子
帮忙劝说。果然，刘奶奶被说通
了，一个劲儿地向杨大妈道歉。

离人心更近，离讼争更远。
这是赵海坚持的工作目标。据统
计，赵海每年调解讼前纠纷 1500
多件，让 3000 多名当事人捐弃
前嫌、重归于好。

熟悉赵海的人都知道，他脾

气温和，办事不急不躁，说话不紧
不慢，每天都笑呵呵的。“你每天
笑啊笑啊，难道不累吗？当事人
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你不烦吗？”
记者问道。赵海回答说，找我的
当事人都是带着压力来的，有一
肚子的火和委屈，当巡回法官一
定要有个好心态，先抚慰他们的
情绪，学会倾听，为他减压，了解
他的真实想法，取得当事人的信
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日 复 一 日 、 年 复 一 年 的 奔
波，赵海跑熟了胡同，跑白了头
发，跑黑了脸庞，也跑暖了人
心。“法官要围着百姓转，百姓在
哪里，纠纷在哪里，我们就在哪
里。”赵海经常这样对身边的人
说。社区老百姓都亲切地称他为

“贴心法官”。6 年来，他巡回的 7
个街道 150 多个社区的民事案件
起诉率下降了21%。

翻开赵海的巡回日记，每一
页上都写得密密麻麻，都是在巡
回过程的纠纷调解记录。在里面

有这样一句话格外醒目：“社区是
我的法台，百姓是我的后盾，信任
是我的源泉，责任是我的动力。
为群众分忧我在所不辞，帮百姓
解难我心甘情愿。”

有的街道干部用时下流行的
“高富帅”一词评价赵海，因为
在社区百姓心中，他形象高大，
他的精神世界富有，他有着很强
的人格魅力。

法 官 剪 影

电动车上的“贴心法官”
——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巡回法官赵海

本报记者 李万祥

□ 本报记者 许跃芝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实，只要我
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一味地贪图便宜，不抱
侥幸心理，不轻信承诺，依法理智理财，遵守

“四不、两仔细”原则，不法分子就无机可乘。
四不原则：不存侥幸心理网购手机监听

器、毕业证书、考题答案等非正当产品，防止
受骗，并杜绝参与违法交易；不轻信以各种
名义要求先付款的信息，自己的财务一定要
在自己控制之下，慎交给他人，尤其是陌生
人；不要抱有一夜暴富的想法，谨防虚假中

奖、彩票预测、炒股暴富、私募基金等网络诈
骗手法；网上交友，不要随便泄露个人信息，
杜绝财务往来。

两仔细原则：仔细甄别正规网站与克隆
网站，警惕网站域名多了“后缀”或篡改了

“字母”，特别是那些要求您提供银行卡号与
密码的网站，一定要严加防范，避免损失；仔
细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号码、账号及密码等私
人信息，尽量避免在公共场所使用网上电子
商务服务。

从大量破获的案件情况看，公民

个人信息泄露的一个主要“源头”，在

于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些部门和服

务机构。这些部门或机构的个别工作

人员，为了经济利益非法出售公民个

人资料，成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的“源头”。

基于此，需要在制定相关专门的法

律时，对这些部门和机构收集、加工、

转移、使用、管理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均予以严格规范，明确个人信息保护的

原则和要求，落实工作责任，加强监管

保护。

具体说，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公民个

人信息安全的追责问题，司法机关更需

考虑尽快作出司法解释，使得公安机关

的打击有法可依；二是对掌握公民个人

信息的单位应尽快落实其保护公民信息

的责任，以立法或者行政法规的形式来

明确责任。

“四不、两仔细”牢记在心里 信息“源头”保护不可小觑信息“源头”保护不可小觑

近期，福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联合刑
侦部门，破获一起以“黑客联盟”为名实施
的特大网络诈骗系列案件，抓获苏某等４
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审查，该案件受害
者已达 4000余人，涉案金额上百万元。

2012年6月初，办案民警在工作中发
现有昵称“神鹰黑客联盟”、“火影黑客联

盟”的网民在互联网上发布大量以利用黑
客手段获取和出卖公民个人隐私信息的广
告，并以此为诱饵诱惑网民与其联系，然
后谈价格，嫌疑人以各种理由要求网民交
几百元或上万元的保证金才能获取公民个
人隐私信息，等钱到账后便销声匿迹，以
此方式对全国各地网民进行诈骗。

福州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周队长接受记
者采访时坦言，这起案件能最终破获实属
不易。侦查初期，案件线索十分有限，犯罪
嫌疑人作案手法极度狡猾、反侦查意识
强。在案件审讯过程中，甚至犯罪嫌疑人
并不明确知道自己到底骗了谁，受害者也
不知道自己被谁骗，整个诈骗过程都在网

络上进行，双方从头至尾不知道对方身份，
这就为案件后期的举证增添了很大阻碍。

经查，犯罪嫌疑人以互联网为平台，
在新浪、搜狐、腾讯、天涯、百度等各大
网站论坛发布大量广告，承接各种密码破
解、银行卡查询、聊天记录查询、手机监
听软件、窃听器等业务，以此吸引受害者
眼球，受害者与其通过网上联系后，进行
诈骗。本案的主要特点是受害者因非法获
取他人个人隐私资料的目的不正当，导致
受骗后也不敢向公安机关报案，犯罪嫌疑
人正是利用了受害者的这一心理在网络上
疯狂的骗取受害者的钱财。

福州市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诈骗系列案

本报讯 记者白海星、通讯员杨楠楠

报道：日前，由安徽省合肥市招管局负责起
草的《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草
案）》经合肥市政府第 106 次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提交市人大通过。地方政府提请地
方人大常委会将本地招投标工作方式以地
方立法的形式予以明确，这在全国尚属首
创，可以说是对公共资源交易规范发展作
了大胆尝试。

面对当前公共资源交易的特点和发展

现状，通过立法对监管机构、交易各方主体
等所有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进行界
定，对改革的领域范围、监管体制作出明确
规定，使各项活动有法可依，这是公共资源
交易事业内在发展的大势所趋。

“集中进场、统一监管、委托执法、管办
分离”的招投标“合肥模式”，让合肥招标投
标中心在全国率先走出了一条具有区域特
色的公共资源交易的新路子。

今年 6月，安徽省高级法院涉诉资产交

易中心网开通仪式在合肥招标投标中心举
行。此后，全省法院涉诉资产(非国有)将统一
进入合肥招标投标中心交易平台，全省范围
内法院系统涉诉资产拍卖均通过基于互联
网的安徽省高级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
和涉诉资产交易系统公开进行，全程电子
化。此举实现了案件审判、司法执行、中介机
构、竞买人之间最大程度的分离，有效预防
和减少各种外来因素对审判执行的影响。

合肥市招投标管理局局长黄卫东告诉

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建立公共资
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十八大精神为
我们加强招投标管理科学化、推进招投标管
理法制化指明了方向，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据了解，目前全国已建立县级以上统
一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 730 个，进入
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交易的项目也由政府投
资和使用国有资金的工程建设项目逐步扩
展到政府采购、国有产权交易、国有土地使
用权和矿业权出让等。

合肥立法规范公共资源交易领域

本报讯 记者顾阳报道：近日，南京海关隶属南通海
关对 4辆查获的涉牌涉证走私车进行了依法集中销毁。

据介绍，走私车大多为境外的报废车、二手汽车、事
故车以及来历不明的旧车，是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物
品。走私分子一般在境外廉价采购报废、破旧以及来历
不明的汽车，切割车体装进集装箱后走私入境。这些车
非法进口后，由于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上牌，就套用已经
在车辆管理部门正常登记车辆的车牌、发动机号码、车架
号码等。经重新组装、修整、喷漆后，外表焕然一新但实
际并无安全保障的“新车”进入市场，利润往往可达几十
倍甚至几百倍。

“切莫贪图便宜，购买走私车而得不偿失。”海关提醒
广大市民，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进口车，并详细了解车辆
的真实状况，注意核实相关的合法进口证明。购车前最
好能到当地公安机关车管部门查询该车辆的详细信息，
了解一下是否为套牌车。

本报讯 山东聊城海关结合当地实际，打造绿色通
关，助力外经贸企业发展，为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
环境。

据了解，在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方面，根据海关总署
及青岛海关统一部署，聊城海关从今年10月起停止收取
进出口货物进口付汇、出口收汇和出口退税报关单证明
联的打印费、报关单条码费及海关监管手续费等费用。
启动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试点工作。管理类别为 B 类以
上 （含 B 类） 的企业与海关、中国电子口岸签订 《通关
作业无纸化协议》 后，只需通过电子口岸预录入系统录
入报关单及随附单证电子数据就可轻松完成通关申报。
在优化服务方面，通过加强窗口服务，实行每周 7 天、
每天24小时预约通关等方式，为广大诚信守法企业营造
规范、公平、有序的通关环境。 （杨 青 宋雪蕾）

南京海关依法集中销毁走私车

聊城海关绿色通关助地方发展

提 示 点 评

案 例

地 方 立 法

社区巡回法官赵海在解答前来咨询居民的问题。 陈 希摄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刑事

被害人救助金集中发放活动，有 7 名来自全国各

地的刑事被害人特困家属共领取救助金 29.7 万

元。图为发放现场。 苏晟元摄

俄罗斯政府在支持并保护互联网自由的同时，明确
强调互联网自由要以道德和法律为基础。针对网络技术
更新迅速的现实特点，俄十分重视完善信息安全领域的
法律法规，以此界定互联网行为，明晰政府部门职责，
不断适应网络监管面临的新形势。

《俄罗斯联邦宪法》 把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管理
范围，在此基础上制定颁布了 《俄联邦信息、信息化
和信息网络保护法》，以此规范俄互联网行为。此
外，俄将 《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俄联邦信息安全
学说》 和 《2020 年前国家安全战略》 等法律文件作为
信息安全的政策指导，以 《俄联邦大众传媒法》、《俄
联邦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库法律保护法》、《俄联邦保密
法》、《俄联邦著作权法》、《俄联邦通信法》 等部门法
为主要执法依据，以专业机构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措施
作为监管补充，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多层级信息安全法
律体系。

为了净化网络环境，保护网民免受有害信息侵
扰，俄政府规定，各网站负责清理各类违法信息。如
果网站拒绝配合监管部门清理非法信息，监管部门将
发出警告。两次警告无效，监管部门将提请法院关闭
网站。若媒体网站出现违规行为，媒体主管部门将提
出警告，两次警告后仍然无效，则通过司法程序关闭
违规媒体网站。

自 2011 年俄国家杜马选举以来，俄反对派不断利
用网络平台组织示威，为俄社会的稳定带来了隐忧。
为了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俄政府采取了有针对性
的措施。鉴于目前俄对外国资本投资俄网络公司缺少
法律规范，俄国家杜马资产委员会已经提交了一项法
律草案，拟将俄知名网络公司、新闻出版集团和广播
电 台 纳 入 俄 战 略 性 企 业 名 单 。 俄 门 户 网 站 “Yan-
dex”、“Mail.ru”，俄著名社交平台“联系”等都可能
被划为俄战略资产。根据俄相关法律，外国投资者购
买俄战略性企业 50%以上的股份，需经过俄政府外国
投资监督委员会和俄联邦反垄断局的审查批准，凡属
于外国国有资本的投资者则不可购买俄战略性企业
25%以上的股份。

俄罗斯互联网法律

监管体系不断完善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他 山 之 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