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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底，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达 20252.5 万，移动互联网用户为 88339.7

万。随着电信业的快速发展与行业环境的巨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今年的“3·15 晚

会”上，公用 WIFI危害、骚扰电话、诈骗短信、手机黑卡等诸多问题的曝光，让人触目惊心。消费者

强烈呼吁加快电信法的出台。

为适应三网融合的趋势，英国颁
布了《英国通信法》，成立英国通信办
公室这个融合的通信管制机构，统一
对电信、广播、电视、无线电业务进
行监管，减少了管制机构之间的协商
和协调工作，提高了工作效率，缩短
了解决纠纷的时间。

为解决垃圾邮件泛滥问题，韩国
政府制定出台了《信息与通信传播、
通信网络的应用以及信息保护法》，对
电子邮件服务行为和使用行为进行了
规范。任何人都不允许出于商业目的
向用户发送广告邮件，否则必须在邮
件中注明内容、发送邮件者的姓名和
联系方式等。

日本 《电信事业法》 要求电信
业务经营者终止电信业务时，应事
前让消费者知情的义务；面向普通
消费者开展业务，应提供该业务所
需条件概要说明的义务，同时还应
尽迅速、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和咨
询等义务。

德国《通信法》规定，德国管制
机构FNA可以向运营商征收的费用包
括：频谱使用费、码号资源使用费以
及管理费。这些费用实际上成了监管
经费的主要来源。监管经费的市场化
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
面也有利于发挥被监管机构对监管机
构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管者与被监管
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促进监管效
力的最大化。

欧盟《关于电子通信网和业务市
场上的竞争指令》废除了成员国关于
建设、提供电子通信网络，提供公共
电子通信服务必须获得专有许可的制
度，要求在成员国必须将许可制度替
换为一般授权制度，并采取有效措施
以保证所有运营商有权提供服务或者
使用网络。

碰头、交接、转移、消失，雷达显示屏上两道快速划
过的轨迹分别从深圳香港出发，在边界线上短暂交会，
然后又分别折返回出发点。“难道两艘船只在海上交驳
货物？”这个疑问第一时间闪现在侦查人员脑中。

今年春节刚过，广东公安边防总队深圳边防支队
执勤民警，在雷达监控显示器上发现了这一可疑现
象。民警根据经验分析，双方几乎不可能在如此短的
时间内完成货物交接。“难道只是两艘毫不相干的船
只擦肩而过？”按规定，分别悬挂深圳船牌和香港船
牌的船只都不能越过海上边界线。面对疑问，民警们
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深入摸排。

3 月 3 日晚 19 时许，两艘可疑船只再次出现在雷
达监控显示器上，航行轨迹与近期掌握的规律特点相
符，侦查人员随即启用光电跟踪系统紧紧的锁定了目
标。为了避开走私分子在岸边布下的眼线，蛇口边防
派出所联合内伶仃边防派出所一同出动船艇前往目标
海域进行查缉，两艘边防快艇分别佯动，密切配合，
在深圳湾大桥以西粤港边界深圳侧海域将两艘目标船
只一举抓获。

现场看到，两艘玻璃钢结构快艇的艇型、外观及发
动机一模一样，且均使用活动船牌。至此，谜团终于揭
开，走私分子利用两艘外观相同的船只作为掩护，在海
上边界碰头后迅速调换船牌，并继续朝对岸驶去，通过

“偷天换日”的手法企图躲避执法部门查缉。
让侦查人员感到意外的是，几乎翻遍两艘船上的

所有暗格都没有发现走私物品。“难道他们调换船牌
不是为了进行走私活动？那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名经验丰富的缉私人员
从两侧观察到两艘快艇的吃水深度不一致，一深一
浅，其中吃水较深的船上很可能载有货物。

经过检查，走私分子将货物封在船体内部，从表
面上看没有任何痕迹，切开船板后发现，船壳内装有
20 箱防水薄膜包裹的纸箱，里面装满了苹果手机
3700 余台，案值约 345 万元。一起海上走私电子产
品案终于告破。

目前，此案已移交深圳海关缉私局作进一步处
理。 文/龙宇翔 陈海斌

“孪生快艇”海上

换牌躲避缉私

本报讯 记 者 姜 天 骄 从 公 安 部 获
悉：针对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不法分子以
买卖期货或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等名义诱
骗群众投资，并通过后台程序操控交易
实施诈骗犯罪的情况，去年 6 月，公安部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打击网络投资诈
骗犯罪专案行动，并先后组织了多批次
地集中打击。近日，公安部根据“春雷
行动”开展以来排查出的案件线索，再
次组织多地公安机关统一行动。整个专
案行动取得重大战果，共打掉网络投资
诈骗公司 133 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000 余名，冻结涉案赃款 1.3 亿元。

去年以来，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先后
接到群众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农产品、
贵金属、证券等网络投资被骗的报案，

涉及地域广、受害人员众多。公安部领
导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公安机关严厉打
击此类犯罪，切实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
全。公安部成立打击网络投资诈骗犯罪
专案指挥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线
索排查、深入侦查、固定证据等工作，
强力推进专案行动。专案指挥部先后赴
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银监会、证监
会等部门，通报案件情况，积极争取支
持配合，并多次组织专家对涉案地公安
机关侦办人员进行培训，派出工作组赴
12 个重点省份协调督导案件侦办。针对
犯罪活动跨区域性、非接触性、侵害不特
定人群等特点，各地公安机关坚持“发现
一个、打击一个，发现一批、打击一批”，深
入研判交易数据、全面梳理犯罪线索，查

清犯罪团伙组织结构、查明资金赃款流
向，循线深挖、合成作战，坚决打深、打透、
打彻底，坚决遏制此类犯罪蔓延，最大限
度减少群众损失。

据介绍，此类网络投资诈骗犯罪一
般采用公司化运作，犯罪团伙主要由

“股东”“分析师”“操盘手”“业务员”
“代理商”5 类人员构成，往往打着合法
公司的招牌，勾结网络软件公司在互联
网上搭建虚假的大宗商品、农产品、贵
金属、证券等交易平台，虚构物品、证
券交易，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诱骗客户投
资。然后通过人工操作的网络交易软
件，人为操纵交易涨跌、制造投资人资
金交易“亏损”的假象进行诈骗，而这
些“亏损”的资金就成了骗子的收入。

由于此类诈骗利用第三方支付公司进行
交易，模拟市场涨跌行情，欺骗性较
强，多数受害人遭受亏损后，误认为是
正常的市场波动，很多受骗群众直到公
安机关找上门来才知道自己被骗。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公安
机关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不法分子的
诈骗手段、方法也不断变化、升级，隐
蔽性、欺骗性也越来越强，公安机关将
保持对此类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加强
分析研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持续不
断地组织开展打击行动，积极会同中国
人民银行、银监会、工信部等部门，加
强对交易软件公司和第三方支付企业的
监管，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
权益。

为提高司法拍卖群众参与度，使拍卖过程更趋透
明、公开化，各地法院相继推行并建立了淘宝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此举加速了司法拍卖进程，更有效的维
护了执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然而，某些竞买人在享
受网络便捷的同时，未能清楚认识到司法网拍的严肃
性。司法网拍并非儿戏，竞买人应谨慎对待。

2014 年 6 月 20 日，江苏无锡市南长法院在淘宝
司法网拍平台上对一辆轿车进行公开拍卖。竞买人谢
某登记竞拍，并交付了拍卖保证金 1000 元。经过多
轮竞价，谢某出价 9 次并以 1.94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标
的。然而拍卖成交后，谢某并未能及时缴纳余款。后
经法院多次催缴，其仍未缴纳，造成流拍。同年 8 月
7 日，法院对上述标的组织重新拍卖，最终以 1.05 万
元成交。

法院认为，谢某在拍卖成交后未按约支付价款造
成流拍，重新拍卖价低于原拍卖价的差价损失 8900
元应由其承担。扣除预先缴纳的 1000 元拍卖保证金
后，剩余差价 7900 元依法应由谢某补交。此后谢某
拒不补交剩余差价，法院裁定对其强制执行，并从其
银行账户中划扣 7900元。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 中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逾期
未支付价款而使拍卖的目的难以实现的，人民法院可
以裁定重新拍卖；重新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造
成的差价、费用损失及原拍卖中的佣金，由原买受人
承担。因此，竞买人谢某应补足重新拍卖后造成的差
价损失。

鉴于此，法官提醒，竞买人在参与司法网拍前，
要明确内心价位，切勿盲目跟拍，一旦拍下标的应及
时付清余款，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文/李宁倩 尤 祺

日前，内蒙古二连浩特遭强沙尘暴天气袭击。内

蒙古公安边防总队二连边防检查站官兵顶着漫天黄

沙，对出入境列车进行边防检查。 郭鹏杰摄

一直以来，规范我国电信领域的最高
法律还是2000年9月25日生效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现行电信条例属于
行政法规，其指导思想基本上是管制本位
主义，大多强调电信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
管理权，忽视市场主体的经营自主权。”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丁丁教授认
为，目前我国电信市场的监管依据，基本
上是一些部门规章和红头文件，而这些部
门规章实为本部门增加权力，而对运营企
业的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她建议加快出
台一部能保障运营商等市场主体地位的电
信法。

丁丁认为，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
联网环境下的现代信息通信法治建设，不
仅要充分认识和发现信息通信业的自身发
展规律，还应从电信业与其他行业有机融
合的整体性视角，统筹与协调信息通信法

治系统与其他行业融合的关系，进而探索
出一条保持信息通信法治化的发展道路。

据虚拟运营商产业联盟秘书长邹学勇
介绍，目前我国国内虚拟运营商用户总数大
概在220万左右，拿到虚商牌照的国内企业
42家。随着“互联网+”版块的崛起，大
量互联网公司也加入到了电信运营的大军
中，成为与电信企业共同竞争的市场主
体。“这是 《电信条例》 出台后出现的行
业巨变，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律人去思考该
如何规范电信行业市场主体的新问题。”
邹学勇说。

“电信业规模效应很强，应在新的电
信立法中充分保障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市场
参与权利。”很多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
公司的创业热情很高，希望让这些能够提
供更优质、便捷服务的运营主体参与到竞
争中来，打破广电、三大运营商等企业的

垄断，从而实现从“审批制”到“登记
制”的转变，实现“鲶鱼效应”，实现规
模效应与市场竞争相协调。同时，电信立
法在规定市场准入、电信标准等具体法律
制度时，需要为技术发展和创新留有余
地，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新标准。

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邬贺铨在谈
到当前电信领域三网融合问题时指出：“当
前，我国一些行业都出台了规范本行业健
康发展的专门法律，如：邮政法、铁路
法、公路法等，而在迅猛发展电信领域，
电信法虽已酝酿几十年，但却依然难产。”
邬贺铨说，如今，电信业在推进三网融合
的同时，亟需加快行业体制机制的改革，
探索建立适应三网融合要求的监管体制。

“呼吁尽快出台一部能够规范和促进电信业
健康有序快速发展的法律，为三网业务融
合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呼吁电
信法的出台：“由于缺乏电信法，企业行
为面临‘无法可依’的困境，目前只能在
技术手段建设、资金和人力投入等方面下
功夫，但很大程度上治标不治本。”

市场准入 摆正地位 规范治理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有关保护电信
领域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法律，而一些相关
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文件中，内容比较简单，可操作
性不强，已不能适应电信业迅速发展要求。

“我认为，在电信领域保护消费者的权
益，无疑是电信法制定的一大重点。就当
前层出不穷的法律问题看，消费者的信息
安全和财产安全、公平交易权等是未来立
法保护的重中之重。”丁丁如是说。

针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根源在于法律对电信运营商
和业务合作管理缺乏约束力。电信运营商
在业务发展中有大量合作伙伴，但运营商
却无权对其内容进行监控，只有通过合同
协议进行约束。对此，专家建议：在加快
我国相关立法进程中，应尽快制定出台有

关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项法律法规；明
确规定公用事业服务的企业在用户信息采
集、持有单位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义务
和权利，准确界定企业与企业员工违法的
责任；建立跨部门、跨行业的协同处置机
制，引入法律仲裁制度，加大统一监管和
违法打击力度；同时加强保护公民个人信
息的法制教育，强化全社会对个人信息保
护的法制观念。

据统计，2014 年，中国移动在全国
范围内月均处置诈骗电话号码 1300 余
个，拦截国际诈骗电话呼叫 3800 余万
次，处置“响一声”违规号码 18 万个。
而中国联通方面，仅北京地区 2014 年就
禁止了 700 多万固定电话网的公众客户和
30Ｂ＋Ｄ小交换机用户进行主叫号码变
换，降低了其对电话用户进行电话诈骗和

电话骚扰的可能性。
在电信业频出的电信诈骗、黑客攻

击、流氓软件等问题上，丁丁给出解决的
立法建议。她说：“由于电信诈骗、黑客
攻击等案件涉及面广、运用手段先进、空
间跨度大等特点，造成公安机关办理此类
案件成本高、难度大，往往即使案件破
获，也只能抓获一些取现转账的下层成员，
因此在《电信法》的条文制定中，应考虑建
立跨部门、跨地区乃至跨境的综合治理联
合防范体制。公安、工商、工信、金融以及
主要电信运营商等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职责，互相配合，定期分析案情；各
省市间、政法系统内部各单位之间也应增
强协作沟通，统一立案标准、证据要求，
为从重打击电信诈骗铺平道路。”

“另外，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法律中可以单章规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条文，并灵活创新司法程序，采用特殊管
辖、举证责任倒置、小额法庭、集团诉讼
等诉讼新思路，在程序上给消费者以最大
的便利。”丁丁如是说。

消费者保护 试点推进 分别管理

国外电信立法

新思路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
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检察
机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涉案
财物处置工作的意见》，既要规范自身办
案活动，又要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全过
程的法律监督，保障涉案财物处置工作
依法、规范、公正进行，切实维护司法
公正和法治权威。

通知强调，检察机关要严格规范涉
案财物处置程序。对权属明确的被害人
财物，凡返还不损害其他被害人或者利

害关系人的利益、不影响诉讼正常进行
的，及时返还。对权属不明确或者存在
争议的涉案财物，应当移送法院，在判
决时一并处理。加强对公安机关、人民
法院的监督，促进审前返还程序依法正
确适用。可能涉及不宜长期保存、易贬
值或者市场价格波动大的一些特定财
物，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经权利人
同意或者申请，批准后可以依法出售、
变现或者先行变卖、拍卖，所得款项依
法保存。

通知从三方面进一步严格执行涉案

财物处置制度，分别是：建立相互监督
制约制度，建立最高人民检察院交办案
件涉案财物上缴中央国库制度和建立最
高人民检察院交办案件办案经费安排
制度。

在建立完善机制、确保规范处置涉案
财物方面，通知要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专
门查询机制，完善违法所得追缴、执行工
作机制，健全境外追逃追赃工作体制机
制，完善与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审
判机关、财政、人民银行等单位的协作
配合机制，确保有关规定落到实处。

在强调依法保护善意第三人权利、
完善权利救济机制的同时，通知提出检
察机关要强化监督制约与责任追究。对
在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过
程中，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要依法依
纪处分；对自身办案或其他办案单位违
法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物，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因检察机关涉案财物处置工作失误，
给当事人、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并应予
国家赔偿的，要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
序，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追偿。

最高检：依法严格处置涉案财物最高检：依法严格处置涉案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