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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 网 中 黑 手 保 财 产 安 全
——我国重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李 哲

“防范打击经济犯罪，事关经济安全、
社会稳定。”

“我们要以防控金融风险为重点，敢
于担当、善于作为。”

“电信网络诈骗等网络犯罪成为影响
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

“必须提高打击新型犯罪的能力，进
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近日召开
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全力维护
人民的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
去的一年中，相关部门对电信网络诈骗、
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案件重拳出击，有
效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人
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再发 A 级通缉令

新年伊始，公安部再次发出 A 级通缉
令，公开通缉第三批 10 名特大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在逃人员。A 级通缉令，是公安
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的级别最高的通缉
令。短短一年内，这已是公安部第三次发
布有关电信网络诈骗的 A 级通缉令。

此前不久，在公安部组织指挥下，5 名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大陆 1 人、台
湾 4 人）通过广西友谊关口岸从越南被押
解回国。2015 年 11 月 10 日，4 架从印度
尼西亚雅加达、柬埔寨金边起飞的中国民
航包机分别在北京首都、上海浦东、杭州
萧山和广州白云机场降落，254 名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嫌疑人被中国警方押解回国。

A 级通缉令一发再发、天涯海角撒网
追捕⋯⋯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始终
是我国“出重拳、下重手、用重典”打击的
对象。数据显示，2016 年前 10 个月，全国
共破获电信诈骗案件 9.3 万起，收缴赃款、
赃物价值人民币 23.8 亿元，为群众挽回经
济损失 48.7 亿元。目前，电信诈骗发案大
幅上升的势头已得到初步遏制，上升幅度
已逐步收窄，2016 年 9 月以来已连续数月
发案同比下降。

下重手不留余地。记者了解到，2016
年，公安部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列为
重中之重，制定出台了“一律立为刑事案
件、一律录入侦办平台、一律确定犯罪窝
点所在地、一律制作案件卷宗”的受理案
件规范，建立了“统一组织指挥、快速接警
止付、集中研判串并、统一抓捕起诉”的侦
办电信诈骗新机制，以新打法提升打击能
力和水平。

出重拳成效显著。各地纷纷成立“反
诈中心”，专项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截至
2016 年 12 月底，河北公安机关共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 6528 起，抓获嫌疑
人 1522 名，收缴、冻结赃款、赃物价值人
民币近 1.5 亿元。2016 年 4 月至 11 月，上
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累计冻结资金
账户 431 个，冻结涉案资金超过 1 亿元，关
停涉案电话号码 8543 个。其间，上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下降近四成，案值同
比下降四成多。2016 年前 10 个月，福建
全省反诈骗中心对诈骗嫌疑银行账户快
速查询、止付和冻结，共拦截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 2065 起，止付被骗资金 13328.9 万
元，返还被害人资金 1210.95万元。

用重典高度震慑。2016 年 12 月 20
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办
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意见》，不仅加强了对相关犯罪
的打击和处罚力度，还将有利于最大限度
为群众追赃挽损。意见明确，利用电信网

络技术手段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
3000 元以上的可判刑，诈骗公私财物价
值 50 万元以上的，最高可判无期徒刑。
并规定，如若对老年人、未成年人进行诈
骗等 10种情形，将加重处罚。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仅仅一个电话、一个 QQ，就足以骗得
人倾家荡产，害得人失去生命。幕后真凶
却往往远在天涯海角，魔鬼般的黑手就隐
藏在网络之中。

目前，我国网络犯罪已占犯罪总数的
1/3，并以每年 30%以上的速度增长，未
来，甚至绝大多数犯罪都会涉及网络。魔
高一尺、道高一丈，政法队伍也需用高科
技武装起来，提高打击新型犯罪的能力。

“天盾——佛山反诈骗中心为您拦截
一个短信，切勿轻信 400、固话、手机等客
服电话，如有疑问请立即通过官方渠道确
认。谨防诈骗！”去年以来，不少佛山市民
都收到过这样的短信，被惊出一身冷汗。

“天盾”，是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发布
的全国公安系统首款反电信诈骗 APP。
利用全省警情数据库，警方对常见作案手
法进行分析研究，建立了“猜猜我是谁”、
冒充公检法、补贴退税等 8 种运算模型，
实现了“电诈分子联系谁我们就提醒谁”

“电诈分子侵害谁我们就救助谁”，为广大
市民铸造了一道无形的“天盾”。

天盾APP让群众直接享受到了公安大
数据运用的成果。数据显示，天盾APP上线
后，每日潜在受害群体的电话号码由85000
个降到15000个以下，同比下降82.35%；每
日打往佛山市的诈骗嫌疑号码由600多个下
降到不足100个，同比下降83.33%。

而在江苏，诈骗电话智能全网拦截
平台和防欺诈虚假域名管理平台也于
2016 年诞生。据悉，为破解电话诈骗犯
罪防范难题，2016 年 1 月底，江苏省公
安厅、省通信管理局联合督促指导中国
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江苏分公司
搭建诈骗电话智能全网拦截平台，日均
拦截诈骗电话超过 2 万次。同年 3 月底，
江苏省公安厅、省通管局、中国移动江
苏分公司联合研发了防欺诈虚假域名管
理平台研发，将所涉虚假银行、运营商
网站域名解析至省公安厅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宣传界面，实现封堵诈骗网站的工
作目标。

警方寻求“神助攻”

所有电话都要实现实名制，不实名就
停机；ATM 机转账资金 24 小时后才能到
账⋯⋯过去一年来，通信、银行、互联网企
业纷纷加入反诈队伍，与政法部门联手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

在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冒名
的银行卡、“隐身”的电话号码往往成为这
类违法犯罪行为的“必备道具”。针对此，
2016 年 9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的通告》。

其中提出，电信企业要严格落实电话
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制度，确保 2016
年 10 月底前全部电话实名率达到 96%，
年底前达到 100%。电信企业立即开展一
证多卡用户的清理，对同一用户在同一家
基础电信企业或同一移动转售企业办理
有效使用的电话卡达到 5 张的，该企业不
得为其开办新的电话卡。自 2016年 12月
1 日起，个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员机向非同
名账户转账的，资金 24小时后到账。

“尊敬的移动用户您好：我公司举行
16周年庆话费充值活动。充一百送一百,
即 时 到 账, 请 登 录 移 动 掌 上 营 业 厅
10086ztxg.com【中国移动】”“尊敬的用
户：根据人行要求，您的账户信息需要核
实，请登录 95588bt.com 按提示核实,未
核实将于 24点冻结【工商银行】”⋯⋯

一条 10086 短信，居然让受害人瞬间
倾家荡产。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的今天，
手机上收到来自任何号码的信息都有可
能是诈骗信息，其背后的技术支撑就是伪
基站。伪基站被称为“诈骗之源”，它能伪
装成任意号码，向一定半径范围内的用户
发送诈骗信息，诱骗性与危害性极强。

打击伪基站，警方拉来了“神助攻”。
2016 年 3 月，公安部刑侦局与蚂蚁金服集
团合作开发了“伪基站实时监控平台”，实
现对伪基站实时监控。据蚂蚁金服安全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这一平台，全国
的伪基站都能被实时定位，而且能动态展
示伪基站发送含钓鱼网站的动态信息，为
公安机关打防伪基站相关犯罪提供精准
协助。公安部授牌腾讯成立“公安部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犯罪防控中心”，在全国公
安系统全面落地使用“麒麟伪基站实时检
测系统”，精确打击伪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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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出台规定

完善商标授权确权法律适用标准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从最高法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近日发布。针对
恶意抢注商标等问题，《规定》完善商标授
权确权法律适用标准。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是指当事人
不服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
员会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商标不予注册
复审、商标撤销复审、商标无效宣告及无
效宣告复审等行政行为而向人民法院提
起的行政诉讼。

近年来，商标授权确权案件数量增长
迅速，特别是近两年增幅尤为迅猛。以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例，从 2002 年

到 2009 年，该院共审结商标授权确权行
政一审案件 2624 件，而 2013 年该院受理
的一审商标行政案件达到 2161 件，2014
年更是增加到 7951件。

《规定》共 31 条，主要涉及审查范围、
显著特征判断、驰名商标保护、著作权、姓
名权等在先权利保护等实体内容，以及违
反法定程序、一事不再理等程序内容，对
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所涉及的重要问
题和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明确。

比如，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禁止代
理人或者代表人抢注被代理人或者被代
表人的商标。实践中，有的代理人或者代
表人不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与其有密切
关系的其他主体，比如近亲属，或者其担
任法定代表人的企业等来抢注商标。对
此，《规定》明确，商标申请人与代理人或
者代表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等特定身份

关系的，可以推定其商标注册行为系与该
代理人或者代表人恶意串通，人民法院适
用商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进行审
理。

《规定》明确，对于著作权保护期限内
的作品，如果作品名称、作品中的角色名
称等具有较高知名度，将其作为商标使用
在相关商品上容易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
其经过权利人的许可或者与权利人存在
特定联系，当事人以此主张构成在先权益
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宋晓明指
出，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商标授权确权
案件是作为行政案件审理的，但是由于此
类纠纷，特别是商标不予注册复审和商标
无效纠纷，更多是当事人之间就商标能否
授权或者是否应当无效而产生的争议，商
标评审委员会居中裁决，其性质更类似于

准司法裁决而非行使行政职权，因此商标
授权确权行政案件有其不同于一般行政
案件的特点。

《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对商标授权确
权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范围，一般应根据
原告的诉讼请求及理由确定。原告诉讼
中未提出主张，但商标评审委员会相关认
定存在明显不当的，人民法院在各方当事
人陈述意见后，可以对相关事由进行审查
并作出裁判。

此外，《规定》还要求，人民法院生效
裁判对于相关事实和法律适用已作出明
确认定，当事人对于商标评审委员会依据
该生效裁判重新作出的裁决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
的，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商标评审委员会
所做裁决引入了新的事实或者理由，则不
适用该条。

北京海关破获二点五亿元进口香水走私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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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海关对外
宣布，成功侦破北京某公
司走私进口香水案，犯罪
嫌疑人利用较高的国内外
市场差价，精心设计，采取
低报价、瞒报、包税、包柜
代理等方式走私奢侈品，
从中牟取暴利。目前，初
步认定该公司逃避海关监
管，以低报价格走私进口
香水货值达2.5亿元，涉嫌
偷逃税款约5600余万元。

初现端倪

2016 年 4 月的一天，
北京海关在对某公司实地
稽查中发现：该公司代理
多个欧美知名香水品牌的
进口，系全国最大的进口
香水一级经销商，业务量
巨大，但进口流程却不符
合国际贸易惯例和常理。

原来，该公司从欧洲
厂商购买宝格丽、菲拉格
慕等高档香水后，并没有
直接进口到国内销售，而
是委托物流企业在香港中
转。香港物流公司负责拆
箱组货、仓储运输，并以香
港物流公司名义向国内的
另外一家公司发货。

名正言顺的代理经销
商，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拐
弯抹角的方式做贸易？蹊
跷行为引起了海关人员的
怀疑。经进一步调查发
现，在外商订单中，部分商
品申报价格远低于订单价
格，部分与申报价格基本
持平，且还有很多项目没
有列入申报价格⋯⋯疑点重重，让经验丰富的海关关
员立刻想到了“香港洗单”。

疑点重重

任何判断都离不开证据的支撑，但后续调查却让
海关工作陷入了僵局。

面对海关稽查人员的质疑，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拒
不配合、推诿阻挠，在公司内部统一口径应付海关调
查，甚至最后连该公司的具体经办人员都避而不见，后
续稽查陷入困境。

“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北京海关领导拍案
而起。一支由海关稽查关员和海关缉私警察组成的联
合小分队立即组建并投入战斗。

就在案件陷入困境之时，一枚小小的印章引发了
最初的突破。在北京海关随后展开的一次彻查中，办
案人员在公司印章里面发现了一个与报关文件上完全
一致的印章。这个本应该属于另外一个公司的印章怎
么会在这里？如果与报关文件上的印章一致，那是否
就证明该公司在制作虚假报关文件？

带着一连串疑问，海关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始了细
致入微的调查。终于，在该公司相关人员的电脑里，海
关关员发现了真实发票、往来函电等实质性证据。

真相大白

随着调查的深入，眼看走私行为即将败露的犯罪
嫌疑人迅速销毁证据、转移财物，甚至不断散布谣言、阻
挠办案⋯⋯这给缉私警察的侦查取证带来很大难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北京海关缉私部门研究制
定了严密的侦查抓捕方案，对在逃主要犯罪嫌疑人展
开抓捕，并派侦查员连夜奔赴外地进行调查取证。

早一点固定证据，就早一点挽回国家损失。海关
缉私警察启动全天候侦查取证工作——提取各类书
证、物证共 500 多份，仅电子证据就超过 200G。海关
缉私部门还通过国际合作等方式联络外商、货运公司，
并分别前往该公司各地分公司及网络服务商，获取大
量涉案货物的真实资料 5000 多页及重要电子数据
900G。

证据逐渐形成链条，案情日趋明朗。随着报关单
核实和税款核算，北京海关侦查人员发现，该案案值已
从最初的几百万元飙升至 2.5 亿元人民币，偷逃税款
也从最初的 40 万元人民币上升到了 5600 余万元人民
币，走私疯狂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北京海关缉私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确凿证据
已经全部找到，相关犯罪嫌疑人已在其即将外逃时被
抓捕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厉制裁。

拱北海关日前破获一起走私“红油”大案，打掉走

私团伙 8 个，查证涉案走私“红油”3 万余吨，案值约 1.5

亿元。图为海关稽查关员检查运油船只。赵立阳摄

时至今日，江苏苏州市民王先生仍难
以理解，自己怎么会两度陷入非法集资的
漩涡？一次是e租宝，一次是泛亚有色，
原本盼望高息回报改善生活，如今却面临
数十万元投资血本无归。

截至2016年底，“e租宝”案件侦查阶
段登记已经结束,多达 24万余名投资人
通过了身份审核。这是一起典型的非法
集资案件，涉案金额达数百亿元。与电信
诈骗不同，在非法集资案件中，导致损失
的起因往往是人性的弱点。

“在高回报、高利率和礼品赠送等吸
引下，一些投资人贪图小利，逐渐放松警
惕，最后把本钱都搭进去。”“沪易贷”非法
集资案主要犯罪嫌疑人邢某称：一般正常
的网贷平台年利率应该不会超过10%，打
出超高额度的回报诱惑，即使不是骗局也
很难维系，会让投资人血本无归。

为了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保护
人民财产安全，2016年10月，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
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
知》。苏州公安局探索建立非法集资从业
人员黑名单制度，收集相关信息录入黑名
单库。北京市推行《北京市群众举报涉嫌
非法集资线索奖励办法》，对被采用的群
众举报线索给予奖励，奖金最高可达10
万元。宁夏非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上线
运行，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碎片化信息采
集、清洗、分析和处理，实现对风险企业信
息查询、全息画像、舆情跟踪、风险提示、
处置建议等功能。

苏州姑苏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中队长
朱琛彦发现，不少群众在参与非法集资前，
已感觉到公司可能存在问题，但面对高额
利息，仍然想刀口上舔血，最终懊悔莫及。

别做懊悔莫及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