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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网络社会治理责任，携手开
展网络犯罪打击、大数据和公民个人信息
防护等工作”。去年底，广东警方与腾讯、
360 等互联网企业及移动、联通、电信等运
营商共同发起网络安全倡议。

据统计，2016 年，广东警方在 12 次集
群战役打击网络新型犯罪黑灰产业中，共
破获网络犯罪案件 4125 起，抓获嫌疑人
1.5 万名，打掉犯罪团伙 892 个，缴获被泄
露、窃取、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6.2亿条。

“抢救”公民个人信息

2016 年 6 月以来，广州警方在侦办案
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廖某冲非法获取公
民个人信息 1800 万条。同一时间，深圳、
珠海、中山、东莞等地公安机关也相继发现
多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线索，仅佛山
侦办的莫某等人盗窃公民个人信息案涉案
金额就达 800 余万元，严重威胁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严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给
社会带来严重安全隐患。

案情上报后，广东省公安厅网安部门

立即成立专案组，要求全省各地全面开展
线索追踪和案件侦办工作。经近 4 个月的
艰苦奋战，终于查清此类犯罪团伙的犯罪
网络、人员构成、组织体系和活动轨迹。

2016 年国庆期间，广东省公安厅启动
“安网”7号行动，广州、深圳等全省21市公
安机关联手行动，摧毁了多个专门盗窃公民
个人信息的重大犯罪团伙。“安网”7号行动
一役，侦破案件 120 余宗，抓获犯罪嫌疑人
450余名，缴获公民个人信息2.3亿条。

初步统计，仅广东警方 2016 年针对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安网”1 号、7 号、
12号三次专项行动，就破获案件380余起，
缴获被泄露、窃取、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
4.9 亿余条，加上其他“安网”行动中的缴
获，共成功抢救出 6.2 亿多条公民个人信
息，有效切断了黑灰产业链条的“上游”。

保护公民银行卡信息

2016 年 7 月，东莞警方在侦办案件时
发现，犯罪嫌疑人易某杰涉嫌制作木马病
毒入侵手机盗窃公民信息，并将此能够拦
截手机接收短信功能的木马病毒通过 QQ
卖给多个下家实施盗刷银行卡犯罪，非法
盗取他人银行卡、手机等重要信息5000余

条，涉案金额130余万元。
几乎同时，深圳、广州、江门、汕头等地

公安机关也相继发现多条通过网络平台窃
取、贩卖和非法利用公民银行卡信息进行违
法犯罪线索，仅深圳侦办的一起盗窃公民银
行卡信息案涉案金额就接近300万元，严重
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广东省公安厅立即成立专案组，由省
公安厅牵头，整合全省优势警力和资源，统
一研判串并线索，统一组织深挖经营。

12 月初，省公安厅同步开展“安网”10
号打击侵犯公民银行卡信息犯罪系列专案
收网行动。广州、深圳、东莞、汕头、江门等
全省各地公安机关联手，成功摧毁多个窃
取、贩卖和非法利用公民银行卡信息进行
犯罪的重大犯罪团伙，张某亮、易某杰、甄
某婷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在行动中落网。

仅此一役，侦破案件 110 余宗，抓获犯
罪嫌疑人 280 余人，缴获银行卡 3880 余
张、公民银行卡信息1320万余条。

打击电话黑卡犯罪

“猜猜我是谁？”“我是你领导。”这些很
多人都接到过的电话，多数是电话“黑卡”
打来的。

2016 年 3 月，广州警方发现了一款计
算机软件，有人利用该软件非法破解运营
商电话卡实名登记系统，造成大量电话卡
非实名登记。

通过侦查，一个开发并销售该破解软
件进行牟利的犯罪团伙进入了警方视线：
该团伙以李某成和李某元为核心，通过发
展加盟代理商，将该软件出售给通信运营
商的销售渠道商，渠道商购买安装该软件
后，可以修改电话卡登记资料并绕过运营
商后台身份验证办理非实名电话卡。

经警方深入侦查，该团伙分布在全国
各地的渠道商有 1519 家，其中遍布广东省
内21个地市，有366家。

为防范和打击不法分子利用非实名电
话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2016年7月下旬，
在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和三大运营商支持配
合下，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全省公安机关开展

“安网”2号打击利用非法软件办理电话“黑
卡”（非实名登记电话卡）专案收网行动。成
功打掉这个以开发销售办理电话“黑卡”非
法软件进行牟利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
人326名，仅广东省内查获涉案电话“黑卡”
就多达 105677 个，相当于去年全国打击电
话“黑卡”专项行动的收缴总量。

力 斩 网 络 犯 罪 黑 灰 产 业 链
——广东警方“安网2016”系列打击行动纪实

本报记者 张建军 通讯员 曾祥龙

规划是城乡建设之本。严格执行规划
法、注重区域设计，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水
平，这是我国城乡规划建设领域的重要内
容。然而，生活中常见的是“一任书记一座
城，一个区长一个新区”，规划就是“纸上画
画，墙上挂挂”。

最高法发布因违法建设及相关行为被
追究刑事责任典型案例，旨在加强以案释
法，充分发挥案例的教育、引导、警戒作用，
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城乡规划建设秩序。

一般而言，广义的违法建设包括所有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建设。狭义的违法建
设，是指违反我国《城乡规划法》的规定，未取
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的建设。

违法建设侵害了大多数群众合法权益
和公共利益，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和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破坏了城乡规划和
法治尊严，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对此必须
要痛下决心，下大力气加以整治。

目前，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领域执法仍
有两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其一是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在
一些地方仍时有发生；其二是“关键少数”
不依法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不按照法
定权限和程序实施行政管理，随意干预城
市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

治理违法建设，首先需要切实提高城
市规划权威性，充分发挥规划龙头作用。
经依法批准的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
理的依据，必须严格执行。规划的执行具
有强制性，凡是违反规划的行为都要严肃
追究责任。目前，相关部门已经部署加强
利用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实现发现规

划违法行为的全覆盖。
其次，完善城乡规划建设领域法律制

度。目前，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缺乏专门
的法律法规，执法主体资格不明确，执法程
序不规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城管执法
工作依据涉及 53 部法律法规，有的长期没
有修订，有的存在交叉重叠。这一问题需
要从立法层面上加以解决。

再次，治理违法建筑既要于法有据、依
法施策，同时要加强法律的惩戒力度，严厉
惩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加强队伍建
设。虽然我国《城乡规划法》对违反城乡规
划进行建设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罚措施，
各地也加强了对违法建设的惩治力度，但
在利益驱动下，违法建设行为仍然难以杜
绝。将违法建设行为纳入我国《刑法》的适
用范围，依法追究违法行为者的刑事责任，

可有效遏制违法建设蔓延，维护城乡规划
的严肃性。打通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
之路，规划管理才能真正步入法治轨道。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法等行政法与刑法衔
接，还有望解决相关人员“为公违法”难以
入刑的问题。

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提出要“研究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
接，严厉惩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强化法
律责任追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这为进一
步适用刑事法律预防和打击城乡规划领域犯
罪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说到底，治理违法建筑、遏制违法建设
蔓延的势头，合理、合法、有序、健康地建
设、管理好城市，才能让城市成为人们追求
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

打通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之路
于中谷

现如今，违法建设不再是接受罚款即
可了事，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被判刑。日
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 5 起因违法建设
及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典型案例，在
城乡规划建设领域再次引发了就如何推动
城乡规划法和刑法的衔接、提高违法违规
成本等一系列话题的讨论。

近年来，各地逐步加大了对违法建设
的惩处力度。2016 年下半年以来，最高
人民法院会同住建部对有关因违法建设
及其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进
行梳理。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有的
导致重大责任事故，危害公共安全；有的
非法占用耕地，破坏农业生产和生态环
境；有的暴力抗拒执法，妨碍社会管理秩
序；还有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纵容、助
长违法建设不正之风。

无视规划
安全隐患大

“我国城乡规划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辉煌成就。但与此同时，各类违法建设
成为阻碍城市健康有序发展的顽疾，屡禁不
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指出，违
法建设侵害大多数群众合法权益，严重破坏
城市风貌，损害城乡规划和法治尊严，给公
共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隐患。

近年来，由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
规划许可进行违法建设而引发的悲剧屡屡
发生。在备受关注的北京德内大街“挖坑代
表”李宝俊一案中，更突显这一问题。

2014年5月，李宝俊将北京市西城区德
内大街93号院的建设改造工程委托给无建
筑资质条件的被告人卢祖富，并要求卢祖富
违法建设地下室，深挖基坑。卢祖富又指派
无执业资格的被告人李海轮负责施工现场
管理、指挥等工作。期间，施工人员曾提出

存在事故隐患，但李宝俊、卢祖富未采取措
施仍继续施工。2015年1月24日凌晨3时
许，施工现场发生坍塌，造成部分道路塌陷、
民房和办公楼毁损。经鉴定，直接经济损失
为人民币5835234元。案发后，三人被依法
抓获，经法院审理分别被判刑。

该案审理法官表示，违法建设未经任
何审查，往往存在抢建、野蛮施工、隐蔽施
工等情形，施工条件恶劣，安全隐患很大，
容易发生道路坍塌、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
事故，不仅侵犯了公众合法权益，也是一种
严重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
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说到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
在农村地区，违反规划非法占用耕地、改变
耕地用途进行违法建设，造成土地沙化、土
壤肥力消失等问题更加严重。据介绍，此
类违法行为往往无视国家土地管理和城乡
规划法规，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生态环境
遭受严重破坏。

江阴市嘉丰机械安装有限公司在被告
人章峰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从2003年开
始，陆续向江阴市临港街道某村村民及村
委会租用集体土地共计 22.79 亩，用于建
设厂房、宿舍、食堂及堆场等。经鉴定，造
成原有耕作层种植功能丧失且难以复原，
耕地已被严重破坏。案发后，该公司对部
分厂房进行了拆除并复耕，对堆场部分进
行了复耕。

江阴法院经审理认为，江阴市嘉丰机
械安装有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和城乡规划
法规，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最终，法院以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分别判处江阴市嘉丰机
械安装有限公司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章峰
拘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

暴力抗法
拒不执行要严惩

最高法发布的钟庆辉妨害公务案，是一
桩城乡规划建设领域的暴力抗法案件。

2014 年 7 月，被告人钟庆辉在其父亲
老屋原址上违法建设房屋。广东惠州市城

管执法部门在对其下达责令改正（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无效后，于同年 10 月 27 日
再次要求钟庆辉停止违法建设，并对违建
模板进行拆除。钟庆辉暴力抗拒执法，持
水果刀追刺现场执法人员。所幸的是，钟
庆辉的暴力行为被拦住，才没有造成严重
后果。案发后，钟庆辉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得到执法人员的谅解。

广东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钟庆辉以暴力威
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依法应
予惩处。

最后，鉴于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
自己的犯罪事实，有坦白情节，且得到了被
害人谅解，法院依法以妨害公务罪判处钟
庆辉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

像钟庆辉一样，由于法律意识淡薄且受
利益驱使，有的违法建设者拒不执行政府部
门作出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等决定，拒
不停止违法建设，甚至出现撕毁查封封条、暴
力抗拒执法部门执行公务的情况。

法官指出，这类行为既严重影响城乡
规划管理的严肃性，又严重妨碍社会管理
秩序，构成对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行为的侵
害，产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持水果刀
追刺执法人员是严重的暴力抗法行为。人
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这对遏制城乡规划建设领域的暴力抗
法行为起到了一定的引导示范。

腐败易发
铲除“违建”保护伞

城乡规划建设领域中，由于利益勾连，
权钱交织，极易引发职务犯罪，滋生腐败。
例如，一些地方对违法建设行为负有监管、
查处职责的少数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
或者玩忽职守，对违法建设行为疏于履行
监管职责，对违法建设行为置若罔闻，致使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2008年5月至2012年6月，周安平任
湖北孝昌县周巷镇国土资源所所长期间，

对被告人周某甲及开发商周某癸等人非法
占用农用地 12.67 亩建房的行为，不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未及时报告制止，从而导致
违法占地建房成为事实，相关农用地种植
条件严重毁坏，无法复垦。

湖北孝昌县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周安平对开发商周某癸、被告人周某甲违
法建设的行为未能及时上报制止，致使国
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
成玩忽职守罪。

法官表示，诸如周安平此类纵容违法
建设的行为，既助长违法者的“气焰”，又给
守法者造成误导，往往形成违法建设的“攀
比”效应。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就要依法履
行监管职责、积极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确保
城乡规划法的全面落实。

记者采访了解到，还有一些地方的违
法建设行为人为逃避处罚，使用各种手段
拉拢、腐蚀有关国家工作人员，而极少数国
家工作人员丧失原则，为违法建设行为大
开方便之门。有的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却为他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充当保
护伞。

蔡建辉担任福建龙海市颜厝镇党委副
书记期间，在整治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

“两违”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违
法建设行为人 7 人 11 次贿送款项和购物
卡，合计价值人民币60400元。

福建龙海市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蔡建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贿送的款项、购物
卡，合计价值人民币 60400 元，为他人谋
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故依法判决
蔡建辉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
产 15000 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
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维持
原判。

“发布这些案例并通过以案释法，明确
适用刑事法律预防和打击城乡规划领域的
犯罪行为，有利于发挥司法案例的教育、引
导、警戒作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城
乡建设秩序，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城市发
展。”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说。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严惩城乡规划领域违法犯罪——

司法护航城乡规划立得住站得稳
本报记者 李万祥 亢 舒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来 洁 梁剑箫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从最高法获悉：目前全
国法院已完成 21 万多名法官职务套改工作，
86.7%的法院完成员额法官遴选，产生员额法官
105433 名，法官办案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优秀人
才向审判一线流动趋势明显。

最高法政治部主任徐家新介绍，司法改革全
面深入推进，法院队伍管理体制新框架基本形
成。随着法官逐级遴选、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工
资制度、法官助理及书记员职务序列、省以下法院
内设机构改革等试点方案、实施办法陆续出台，以
司法责任制为中心的综合性改革总体框架基本
完成。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法官职务序列改革深入
推进，法院人员工资制度改革逐步落实。截至
2017年1月24日，已有北京、河北、吉林、上海、江
苏、广东、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 11 个省市
完成法官单独职务等级确定工作；1036个法院落
实法官工资改革，约占30%。

据介绍，最高法今年将继续督导全国法院实
施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确定入额法官单独职务等
级，并配合中组部研究制定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
定、法官等级比例设置办法和法官等级晋升办法；
督导各级法院配合人社、财政部门，落实法院人员
工资特别是绩效考核奖金核定发放政策。对于
2011 年 7 月至 2015 年 2 月新任法官和等级晋升
的法官，要落实审判津贴补发政策。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检日前通报
检察机关“智慧检务”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通
过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检察机关“一张网”实现信
息共享。案件一旦进入系统，除法定原因外不可
人为撤换更改。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全面建设“智慧检务”，
以信息化深化司法公开，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公
正。最高检新闻发言人王松苗介绍，“智慧检务”
通过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促进检察工作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即“人在
干，数在转，云在看”。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是集办案、管
理、统计于一体的网络信息化系统，是‘智慧检
务’在检察业务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建设‘六大
平台’的第一要务。”王松苗说，自2014年1月
该系统在全国检察机关部署应用以来，四级检察
院通过“一张网”实现信息共享。案件一旦进入
系统，除法定原因外不可人为撤换更改，所有的
司法办案活动都置于客观动态的“聚光灯”下，
最大限度挤压“暗箱操作”的空间，有效消除管
理死角与监督盲区。

2016 年 9 月，最高检印发实施 《“十三
五”时期科技强检规划纲要》，明确了“十三
五”时期“智慧检务”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即到 2017 年底，建成覆盖全国四级检察机关涵
盖司法办案、检察办公、队伍管理、检务保障、
检察决策支持、检务公开和服务等在内的电子检
务工程“六大平台”，积极探索推广大数据应
用。到 2020 年底，建成国家检察大数据中心，
建立检务大数据资源库。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最高法近日在浙
江杭州举行“向执行难全面宣战”公众开放日活
动。2013 年最高法建立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以来，截至目前，共纳入失信人673万例，共限
制 615 万人次购买机票、222 万人购买动车、高
铁票。

据了解，2016 年，最高法先后出台了网络司
法拍卖、财产保全等涉执行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
文件，密集程度创历史新高，力促执行难题的解
决。统计显示，全国法院2016年执行案件收案达
529.2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27.2%
和33.1%。

近年来，最高法以执行信息化促进执行体制
机制进一步完善，实现网络查控全覆盖，织密联合
信用惩戒网。截至目前，全国法院利用网络查控
系统共查询案件975万件、冻结752亿元，查询到
车辆 1427 万辆、证券 133 亿股、渔船和船舶 12.6
万艘、互联网银行存款2.37亿元。

为进一步扩大联合惩戒范围，最高法与国家
发改委等44家单位签署了备忘录，实现了对失信
被执行人的多层面限制。截至目前，限制失信人
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及高管 7.1 万人。其中，仅
中国工商银行一家就拒绝失信人申请贷款、办理
信用卡55万余笔，涉及资金达到69.7亿元。

据悉，最高法还将一些特殊主体纳入失信名
单，比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层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党代表等。

力促执行难题的解决

已有 673 万例纳入失信人名单

法官职务序列改革推进

1036个法院落实法官工资改革

全面建设“智慧检务”

“一张网”实现信息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