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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电信网络诈骗插翅难飞
——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诈骗能力不断提升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多发
高发，手段日益复杂、新骗术层出不穷，让
无数受骗者蒙受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人民
群众安全感。

联合 23 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部际联
席会议制度高规格打击电信诈骗，健全涉
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机制，深化跨境跨
区域警务合作，建立诈骗电话通报阻断、
被骗资金快速止付机制⋯⋯一系列打击
治理电信诈骗犯罪机制的创新，其目的就
是实现侦查打击、重点整治、防范治理三
位一体，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
去，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据统计，2016 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升，共破案 8.3
万起、上升 49.6%；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大
幅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去年 9 月以来连
续 4 个月发案大幅下降；全年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损失同比下降 10.9%。

高效联动增强打击能力

近几年，各级公安机关不断创新侦查
打击方式，着力提升打击整治整体效能，
既打境内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分子，
又打境外活动侵害境内的电信诈骗犯罪
团伙，既打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又打灰色
产业链条，形成了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
的高压态势。

“任你上天入地，也要追到天涯海
角”。公安机关切实加强国际和地区间执
法合作，与多个国家和地区警方密切联
手，重拳打击在境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和
幕后组织者。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协
助下，仅 2016 年，公安部先后 18 次组织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
等地公安机关赴境外开展工作，从肯尼
亚、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西班牙等世
界各地押解回国 561 名电信诈骗犯罪嫌
疑人，其中台湾人 219名。

2015 年 11 月 10 日，中国警方从印
度尼西亚和柬埔寨两个国家一次押解
254 名大陆犯罪嫌疑人回国。2016 年 9
月 2 日，中国警方从亚美尼亚押解 126
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大陆 51
人，台湾 78人。

公安机关建立“科学组织指挥、快速
接警止付、集中研判侦查、高效打击处理”
的侦办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新机制，跨区
域、多警种联动高效的全国一体化作战新
格局正在逐渐形成，破案数、打掉团伙数、
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同比成倍增长。
2016年，全国共打掉诈骗团伙7682个，捣
毁诈骗窝点 8107 个，公安部先后发布 23
名A级通缉在逃人员，目前已抓获22名。

公安部直接组织指挥北京、河南、浙
江等地公安机关开展打击淘宝代运营诈
骗“4·21”专案，共打掉诈骗团伙 100 余
个、抓获涉案人员 3000 余人。公安部统
一指挥江西、河北、安徽、福建、河南、四
川、陕西、甘肃 8 省公安机关出动警力
3100 余名，对“4·20”重金求子电信网络
诈骗案开展集中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 153 名，成功摧毁“重金求子”电信诈

骗犯罪团伙及上下游灰色产业链犯罪团
伙 24个。

针对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 3 起学
生遭到电信网络诈骗后猝死或自杀的新
闻，公安部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指导山
东、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
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侦破，3 起案件全部
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

此外，各地公安机关还会同有关部
门，紧紧抓住为诈骗犯罪提供“服务”的各
个环节，向“黑广播”、“伪基站”、“开贩银
行卡”、“洗钱”团伙等灰色产业群发起了
猛烈攻势。2016 年，共缴获“黑广播”
3239 套、“伪基站”设备 3544 套，破获侵
害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1868起。

齐抓共管强化防范治理

为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责任务，有效
防范、精确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中央综治
办、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工信部、中国
人民银行、银监会等联合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
的若干意见》，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
告》，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落实防
范、整治、打击各项措施，齐抓共管的格局
基本形成。

国务院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各地全面
建设反电信诈骗中心，进一步优化公安内
部工作流程，合力配置和利用警力，集中
统一案件数据，采集同类样本，加大分析

研判，提高打防能力。2015 年以来，全国
已建成 32 个省级反诈骗中心和 181 个地
市级反诈骗中心，国家级反诈骗中心已全
面启动，公安机关各警种分工合作，积极
配合，银行部门负责涉案资金拦截以及配
合资金流侦查，电信企业负责关停涉案电
话号码以及配合开展信息流侦查，初步形
成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
合成作战、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
构。公安部还在上海、苏州、金华、厦门、
深圳、珠海等地建立了 6 个研判中心，在
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公司建立了 2 个防
控中心，8 个中心充分发挥优势，全面开
展境内境外窝点和全犯罪链条研判，有效
助力了全国公安机关的打击防控工作。

随着 2015 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全国
首家省级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和查
控中心，2016 年，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建立运行⋯⋯各地公安机关反诈骗
中心建设遍地开花，一批建设标准严格、
职能定位明确，集防范、打击、治理于一体
的实战化运作平台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
成并投入使用。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民群众不
仅要求将嫌疑人缉拿归案，更对止损挽损
提出了更高希望。为此，公安机关与银
行、电信等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
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
工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电信网络新
型违法犯罪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
结机制的通知》，全力在止损、挽损方面下
功夫，通过建设紧急止付中心、境外改号

电话拦截机制等手段，推动建立诈骗电话
通报阻断、被骗资金快速止付机制，最大
限度地减少了被骗群众的经济损失。

截至目前，已有 3382 家商业银行、7
家支付机构接入，全国公安机关通过平台
询、止付、冻结 65.14 万笔，成功止付 7.3
万个诈骗账号，止付金额达 11.3亿元。

重点地区整治成效初显。国务院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对 7 个重点地区和 5 个突出
地区进行挂牌整治，出台 《重点地区打
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机制》，先
后派员 30 余次赴重点地区督导推进工
作。各地高度重视，认真落实党政机关
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重点整治工作方
案。各地强化以打开路、重拳出击，7
个重点地区共抓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 4337 名，打掉团伙 651 个、破案
6015起。

为了给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
有力法律保障，2016 年 12 月 19 日，公安
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研究出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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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标准，而且实现了
对此类犯罪的全方位全链条打击，对更加
有力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2016 年
12月 6日，公安部会同银监会制定出台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
还若干规定实施细则》。截至目前，已成
功发还事主被骗款项 1亿多元。

公安改革还需

深挖技术潜力
陶 然

日前，公安部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共发布失踪儿

童信息 648 条，找回儿童 611 名，找回儿童比例达到

94.29%。其中解救被拐卖儿童 27 名，找回离家出走儿

童 358 名。打拐工作再创佳绩，公安部创新的“打拐神

器”功不可没。

在打拐工作中，战机稍纵即逝。儿童失踪信息紧

急发布平台的搭建为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发布儿童失踪

信息提供了可能。尽管此前已有民间互联网机构在运

作诸如寻亲网站和 APP 这类的公益项目，但是，受到

推广难和用户群有限等因素制约，这些寻亲平台呈现

零散、小众的特点，在推广和吸引用户留存方面存在巨

大成本支出、用户体验以及服务品质等问题。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首次从国家

层面认可了新媒体和社交平台在协助警方传播失踪信

息方面的价值。这也是公安部门运用“互联网+”模式

创新工作机制做出的有益尝试。打拐民警登录平台系

统，通过简单的操作，就可以接入高德地图等手机软件

以弹窗的形式将失踪儿童信息瞬间推送给公众，发动群

众参与打拐工作。目前，“平台”二期已经上线，新接入

支付宝、UC、手机淘宝、YunOS系统、腾讯QQ、百度、一

点资讯、今日头条、360手机卫士、滴滴出行等新媒体和

移动应用，进一步扩大了平台信息发布渠道和范围。

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一些公益平台已将脸部识

别技术运用于搜寻，颇见威力。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紧急发布平台，使用定点推送技术即时扩散失踪儿童

信息也是技术创新的一大突破。而在未来，如何更加

充分利用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带来的“天网”视频监控系

统，挖掘互联网大数据等各项新技术的潜力，公安部门

的创新之路未有穷期。

此次公安部运用“互联网+打拐”取得的一些成

绩，让百姓看到了全社会共同参与公益事业的热情，同

时也看到了公安工作在改革创新中还有很多潜力可

挖。当前，公众已经受益于互联网在出租车、电商、餐

饮等行业发挥的价值，接下来，在提升公共服务、实现

数据共享、消灭“奇葩证明”、打击拐骗等公共安全领

域，公安部门有必要深挖技术潜力，更大力度张扬互联

网的良善一面，当然，这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主动作

为、积极引领，全社会的公益热情、互联网素养同样不

可或缺。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法院推
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有利于健全市场
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构建规范高效的执
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机制，也有利于法院化
解执行积案，消解执行难题。日前颁布实施
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
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为法院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有效衔
接提供了保障，推动破产法治化、专业化、制
度化，有效化解执行领域的“僵尸案件”。

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以下简称执
转破）是人民法院司法工作机制的创新。
在 2015年 2月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中，执转破规则得以正式确立，这从制
度上打通了执行案件不能通过法院移送进
入破产程序的通道。

据了解，执转破涉及不同法院之间或
者同一法院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配合、衔
接和协调，执转破顺利开展，需要严格的
条件，这是此次 《指导意见》 的核心内
容。最高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指出，执转破

的条件既是执行法院判断是否移送的标
准，也是受移送法院审查移送是否合法合
规、是否应裁定受理的标准。只有严格把
握执转破的条件，才能减少程序转换的随
意性，确保执转破机制依法有序高效运行。

对此，《指导意见》 明确，执行案件
移送破产审查应同时符合的条件包括：被
执行人为企业法人；被执行人或者有关被
执行人的任何一个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书面同意将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被执
行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最高法民二庭负责人指出，此处所说
的当事人同意，仅限于明示书面同意。在
当事人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的情况
下，不能采取默示推定认定其同意。在破
产原因要件方面，一般只要债务人经强制
执行，没有财产或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
即可以认定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就符合
破产原因，即具备转出的实质要件。

对于执转破案件的管辖，《指导意见》
仍坚持了以往的原则，明确由被执行人住

所地法院管辖。随着企业登记制度的改
革，企业工商登记权限下移，这直接影响到
法院破产案件任务量的配置。为适应上述
情况的变化，《指导意见》还对执转破案件
的级别管辖作了相应调整。例如，对执转
破案件可以积极探索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
管辖为原则、基层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级别
管辖制度。

同时，《指导意见》还就执行法院的征
询、决定程序做出规范。例如，为减少异地
法院之间移送的随意性，基层人民法院拟
将执行案件移送异地中级人民法院进行破
产审查的，在作出移送决定前，应先报请其
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审核同意。
执行法院作出移送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
所有已知执行法院，执行法院均应中止对
被执行人的执行程序。但是，对被执行人
的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
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执行法院应当及时
变价处置，处置的价款不作分配。受移送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执行法院应当
在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七日内，将该价款移

交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
最高法院民二庭负责人指出，针对执

行积案的实际情况，全国各级法院将首先
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中，将企业法人
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筛选出来，再利用最
高法院及地方各级法院的网络查控体系进
行一次查询。在此基础上筛选出一批符合
破产原因且属于无经营资金、无营业场所
和企业管理机构、人员下落不明的案件以
及有关当事人申请尽快移送破产审查的案
件，率先对其启动执行转破产工作。

据了解，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后，相
当一部分企业可能已没有资产或者资产已
不足以抵偿破产费用，此时破产费用如何
保障，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难题。对此，最高
法院民二庭负责人表示，对破产案件的诉
讼费用，原则上法院可依法依规予以减免；
对包括管理人报酬在内的其他破产费用，
各地法院可以考虑采取鼓励利害关系人垫
付费用、从其他破产案件管理人报酬中提
取一定比例解决破产费用、建立管理人报
酬保障资金等措施来解决。

最高法发文推进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

化解执行领域“僵尸案件”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来 洁 梁剑箫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
布了《人民法院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的规定〉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同步发布
司法人员履职保障十大典型案例。

2016 年 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涵盖了
防止干预司法活动、规范责任追究和考核考评、加强履
职安全保护等多个层面。新发布的《办法》共二十四
条，涉及免受干预、免责机制、救济渠道、公正考核、安
全保障、休假权利、薪酬保障等内容，是对《保护司法人
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的细化和落实。

《办法》强调，法官依法办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有权拒绝执行任何单位、个人违
反法定职责或者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并应
当按照中央有关规定予以记录。除参加专业法官会议
外，法官有权拒绝就尚未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或者本
人未参与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

《办法》以列举方式，将招商引资、行政执法、治安
巡逻、交通疏导、卫生整治、行风评议等界定为“超出法
定职责范围的事务”，要求各级法院不仅应当拒绝任何
单位、个人安排法官从事上述事务的要求，也不得以任
何名义安排法官从事上述活动。此外，《办法》还严禁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参与地方招商、联合执法，严禁提前
介入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具体行政管理活动，杜绝参
加地方牵头组织的各类“拆迁领导小组”“项目指挥部”
等临时机构。

《办法》规定了法官受到非法处理、处分时的救济
渠道和救济方式。例如，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
程序被调离、免职、辞退或者受到降级、撤职等处分的，
其所在法院应当及时予以纠正，或者建议有关机关予
以纠正；对法官作出错误处理、处分决定的，在错误被
纠正后，当事法官所在法院应当及时恢复其职务、岗
位、等级和薪酬待遇，积极为其恢复名誉、消除不良影
响，视情对造成的经济损失给予赔偿或者补偿，并商请
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者或者滥用职权者的责
任。

针对近年来屡见不鲜的扰乱法院办公、庭审秩序
和威胁、诽谤、侵扰、伤害法官事件，《办法》从组织保
障、硬件配置、机制建设和配套举措等方面，强化了对
一线司法人员及其近亲属人身权益的保护措施。

《办法》明确，对审判辅助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的保护，也参照适用该办法。

最高法发布

落实《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的规定》实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