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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传销组织五花八

门的骗术令人防不胜防。一旦

落入传销骗局，将面临人财两空

的结局。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

年应增强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

意识，清醒洞察各类传销骗术，

增强识别能力。与此同时，涉及

传销的立案难、执法不畅等问

题，更应引起高度重视——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从标准来看，我国正在与国际接轨，已制定农兽药残留限量标

准6000多项、农业行业标准5000余项，基本实现了“有标可依”

即使1%的差距也需要100%的努力。农产品安全是管出来

的，说到底离不开标准化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率达97.6%，部分公众实际感受却有“温差”——

2.4% 的 差 距 意 味 着 什 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农业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连续 5 年稳
定 在 96% 以 上 ， 今 年 上 半 年 达 到
97.6%。然而部分公众仍有疑虑，觉得

“这也不能吃，那也不安全”。农产品质
量安全数据和一些人的实际感受有“温
差”，2.4%的不合格率为何依然让部分
公众心生担忧，如何看待我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形势？

“民以食为天”，公众对农产品安全
的关注是有道理的。在我国，每天有 243
万家餐厅开门营业，13 万家食品生产企
业开工运转，价值 310 亿元的食品上架
销售。农产品是食品的原料，也是保障
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农产品质量是否合格，有客观标准。
业内认为，评价一个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水平，主要看 3 条：一看上市农产品是不是
符合食用农产品安全标准。这是最基本
的，也是各国通行的做法。二看发展趋
势，是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三看监管
水平，即能否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

从 标 准 来 看 ， 我 国 正 在 与 国 际 接
轨，已制定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6000 多
项、农业行业标准 5000 余项，基本实现
了“有标可依”；从趋势来看，与本世纪

初相比，蔬菜、畜产品、水产品例行监
测合格率已从约 60%提高到 96%以上；
从监管来看，早些年是“九龙治水”，
数个部门分段监管，容易存在交叉或遗
漏。如今，监管职责已集中到农业部门
和食药监部门，监管更加有效。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各国都要面对的
问题。英国 《经济学人》 杂志对我国的
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状况作过一个评估，
包括 27 项定量定性指标。我国在 107
个国家当中排在 42 位。应该说，这大
致反映了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安全水平的
现实情况。

目前我国的差距主要在于，既是发
展中的农产品大国，又面临小而散的生

产经营模式。以畜牧业为例，从消费看，
全国每天要消费 2.2 亿公斤肉、7700 万公
斤鸡蛋和 1 亿公斤牛奶；从生产看，养殖
户群体庞大，散养占相当比例，生产水平
参差不齐，追溯体系尚不完善。更为关键
的是，消费者对“吃好”的要求日益提
高，不再是“不得病就是安全”；生产者
过去片面强调数量的观念也尚待改变。

尽管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总体可
控，但依然存在局部问题，质量安全事件
时有发生，在一些地区、一些品种、一些
时段上问题还比较突出。这是因为，一方
面，我国农产品市场大、品种多，即使达
到了 97.6%的合格率，但只要有 1%的不
合格，绝对值依然很大，搞不好就可能酿

成重大安全事件或区域性风险；另一方
面，农产品安全贯穿于原料采集、加
工、包装、储运、食用等各环节，每个
环节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农产品质量安全做到零风险几乎是
不可能的，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安全
问题零容忍。公众感受到的问题，说到
底，既有农业生产规模小、经营方式落
后的原因，又有违法成本低、处罚不到
位的问题，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起
步晚、力量弱、一些地方工作不到位有
关系，还与有关部门未能及时澄清食品
安全谣言有关。

即使 1%的差距也需要 100%的努
力。农产品质量安全离不开标准化和
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要推进农
业 生 产 经 营 组 织 的 创 新 ， 通 过 组 织
化、标准化来保证质量安全。同时，
农产品安全是管出来的，应建立更严
格的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让不
法分子付出巨大的经济和法律代价，
依 法 查 处 监 管 工 作 中 的 失 职 渎 职 行
为，彻底打消侥幸心理。否则，购买
再先进的检测设备，制订再健全的生
产标准，都会在利益面前成为容易被
攻陷的防线。

近年来，传销组织有抬头之势，个别地方传销活动愈演愈烈——

传 销 猛 于 虎 理 当 用 重 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高铁票迎来“打折季”
系根据客流量作出的市场化调整

本报记者 齐 慧

电信诈骗电信诈骗：：弄清套路不再被套弄清套路不再被套
近年来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手段日益复杂手段日益复杂，，新新

骗术层出不穷骗术层出不穷，，受骗者蒙受巨大损失受骗者蒙受巨大损失。。针对电信诈骗常针对电信诈骗常
见骗术见骗术、、不法分子如何获得公民信息以及如何防范电信不法分子如何获得公民信息以及如何防范电信
诈骗等问题诈骗等问题，，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专家记者就这些热点问题采访了专家。。

山西网友山西网友““太行步新太行步新””：：电信诈骗常见骗术有哪些电信诈骗常见骗术有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电信诈骗主要有电信诈骗主要有 44 类类。。第一类第一类，，假冒公检假冒公检
法诈骗法诈骗。。犯罪分子假冒犯罪分子假冒““警官警官”“”“检察官检察官”“”“法官法官””等角色等角色，，
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贩毒等严重犯罪贩毒等严重犯罪，，诱导受害人将诱导受害人将
资金转入实为骗子持有的所谓资金转入实为骗子持有的所谓““安全账户安全账户””，，此类诈骗造此类诈骗造
成的损失金额最大成的损失金额最大。。

第二类第二类，，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犯罪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受害人熟悉获得受害人熟悉
的亲友手机号码的亲友手机号码、、社交账号密码社交账号密码，，掌握受害人的社会关掌握受害人的社会关
系系，，从而骗取信任从而骗取信任，，进而编造进而编造““发生意外急需用钱发生意外急需用钱”“”“资金资金
周转周转”“”“代缴话费代缴话费””等理由等理由，，诱使受害人转账诱使受害人转账。。

第三类第三类，，犯罪分子使用伪基站犯罪分子使用伪基站，，冒用银行冒用银行、、运营商等运营商等
客服电话号码发送短信给受害人客服电话号码发送短信给受害人，，以账户积分兑换奖品以账户积分兑换奖品
等为由诱导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木马链接等为由诱导受害人点击短信中的木马链接。。用户一旦点用户一旦点
击击，，犯罪分子就能在后台获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犯罪分子就能在后台获取用户的银行账户信息和密
码码，，进而盗取其账户资金进而盗取其账户资金。。还有一类还有一类，，犯罪分子许诺在各犯罪分子许诺在各
种网络平台刷得消费记录后种网络平台刷得消费记录后，，将返还本金并支付佣金将返还本金并支付佣金。。
受害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都会很快收到回报受害人完成前几单任务后都会很快收到回报，，而当做更而当做更
多任务时多任务时，，骗子就会切断与受害人的联系骗子就会切断与受害人的联系。。

辽宁网友辽宁网友““浩浩荡荡浩浩荡荡””：：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的方式有哪些的方式有哪些？？

主持人主持人：：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信息的手段很多不法分子获取公民信息的手段很多，，主要主要
途径有途径有：：网络黑客通过技术手段窃取单位或企业存储的网络黑客通过技术手段窃取单位或企业存储的
公民信息公民信息；；通过招聘通过招聘、、婚介婚介、、办理会员办理会员、、送礼品等需要填写送礼品等需要填写
个人信息的渠道获取个人信息的渠道获取；；利用假冒网站链接骗取事主信息利用假冒网站链接骗取事主信息；；
利用利用““伪基站伪基站””设备发送虚假链接方式窃取公民信息设备发送虚假链接方式窃取公民信息；；各各
行业内部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窃取行业内部工作人员利用工作便利窃取、、出售公民个人信出售公民个人信
息息。。同时同时，，不法分子还利用不法分子还利用 QQQQ 群群、、黑客论坛等网站平黑客论坛等网站平
台台，，使用网络电话使用网络电话、、虚假身份等进行联络虚假身份等进行联络，，通过网银转账通过网银转账
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或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交易、、交换公民个人信息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黑龙江网友黑龙江网友““心甘零心甘零””：：我们该如何防骗我们该如何防骗？？

主持人主持人：：面对花样翻新的电信诈骗面对花样翻新的电信诈骗，，我们应时刻提高我们应时刻提高
警惕警惕：：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坚决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不随意填写银行卡等不随意填写银行卡等
私密信息私密信息，，不泄露手机验证码不泄露手机验证码，，任凭陌生人如何花言巧语任凭陌生人如何花言巧语
也不随意转账也不随意转账；；对个人电子邮箱对个人电子邮箱、、网络支付及银行卡等密网络支付及银行卡等密
码进行差异化设置码进行差异化设置，，降低密码失窃后造成的经济损失降低密码失窃后造成的经济损失；；增增
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不轻易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不轻易将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总总
之之，，凡事多小心凡事多小心，，若有疑点若有疑点，，可随时联系公安部门求助可随时联系公安部门求助。。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姜天骄姜天骄））

大学生李文星在天津市静海区遭遇
传销骗局不幸身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
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南一名大
学生被骗至湖北传销组织，最终溺亡。接
连发生的传销事件，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
响，也让公众对传销组织深恶痛绝。

传销猛于虎。一直以来，传销组织五
花八门的骗术令人防不胜防。一旦落入
传销骗局，将面临人财两空的结局。近年
来，国家相关部门对传销活动打击力度不
断加大，在这种背景下，传销仍然屡禁不
止。传销野蛮生长根源在哪？如何进行
防范？打击治理应从何入手？经济日报·
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组织”层级严密

根据 2005 年 11 月起施行的《禁止
传销条例》，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
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
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
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
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
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
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据了解，在天津静海的传销组织中，
“蝶贝蕾”尤以为盛。据“平安天津”官微
通报，该传销组织规模庞大，等级分工明
确，涉及全国多个省份，参与者达 7000
余人。其中，在静海及周边地区发展传
销人员达 1600余人，占比近 23%。

“蝶贝蕾”传销组织采用“五级三阶”
的模式，形成会员、推广员和培训员、代
理员和代理商 5个级别、3个层次。传销
组织实际运行中，采取人拉人的方法，以
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通过缴资购买
实际并不存在的商品的方式获得会员资
格，以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

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同时引诱胁迫参加
者继续发展他人。

2010年8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
某存、袁某、胡某、焦某某、李某鹏、杨某
某、陶某某、祈某某等人在天津市静海区
加入“蝶贝蕾”传销组织，后逐步发展成为
该传销组织领导层级。其中，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李某存、袁某3人为传销组织代理
商，胡某、焦某某、李某鹏、杨某某、陶某
某、祈某某6人为传销团队管理人员。

据初步统计，仅 2016 年 9 月至今，
张某某、李某存、袁某等人领导的“蝶贝
蕾”传销组织在静海区共发展近 400人，
涉案金额近 490万元。

据介绍，天津市静海区检察院获悉
该案后，立即组织精干力量成立了专案
组，并派员提前介入该案，先后多次与公
安机关召开联席会议，结合近年来由传
销活动引发的非法拘禁等案件情况，就
证据搜集固定标准等问题对公安机关侦
查活动进行指导。正式受案后，静海区
检察院集中力量，快速对全案证据进行
细致审查，最终对该案 9 名犯罪嫌疑人
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骗术不断翻新

当前，传销活动猖獗。拉人头式传
销仍处于高发期，个别地区屡禁不止，利
用互联网进行传销活动日趋严重。一个
显著特点是，传销人员和作案方式趋向
职业化，传销活动更加隐蔽。其中不乏
传销组织打着“招工”“招聘”“介绍工作”
等名义，诱骗大学生、农民、下岗职工等
群体从事传销活动。

8 月 10 日，国家工商总局、教育部、
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
发《关于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

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
从 8月 15日至 11月 15日开展传销活动专
项整治行动。

早在 200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将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作为犯罪予以惩处。而

《禁止传销条例》更是明确规定禁止任何
组织和个人从事传销活动。

亲人邀约、相亲、找工作⋯⋯传销其
实就潜伏在我们身边。生活中，有的传销
组织谎称“国家搞试点”“西部大开发”“国
家、地方政府暗地里支持”的骗局，以所谓

“资本运作”“特许经营”“加盟连锁”“连锁
销售”等形式，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有的
传销组织往往披着合法公司、企业的外
衣，以销售商品为掩护，通过发展加盟商、
业务员等形式从事传销活动。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认为，近年
来利用互联网进行传销已成为传销新手
段。一些传销组织打着“电子商务”“网络
直销”“网络营销”“网络代理”“网上学习
培训”等名义，以快速发财致富为诱饵，诱
骗不明真相的人通过银行汇款缴纳入门
费，在网上注册为所谓会员或代理商，发
展下线。

检察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
年一定要增强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清醒地察觉各类传销骗术，增强识别能
力。时刻保持理智的头脑，不要抱有“一
夜致富”的侥幸心理，谨防上当受骗。

畅通执法衔接

我国刑法中关于传销犯罪的规定，体
现在第 224 条规定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关于该罪的定罪标准，《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
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规定：涉嫌

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
且层级在 3 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
者，应予立案追诉。

传销活动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立案难。现实中，即使抓到传销组织领
导者，也只能将参与传销活动者排除在刑
法规制的范围之外，只对其进行简单的说
服教育，这只是治标不治本。面对这种惩
罚力度，传销组织一般不会解散。一位基
层检察院的检察官坦言，对于量刑起点，
酌定情节如何确定，也难以把握。

对此，有专家指出，之所以不对其他
参加者进行刑法处罚，是考虑到很多参
加者本身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们实
施其他犯罪行为，如非法拘禁、故意伤害
等，就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从立法角度，
可以考虑将多次参加传销的人员，纳入
打击范围。

同时，执法衔接不畅也是传销猖獗
的重要原因。根据国务院发布的《禁止
传销条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
条例规定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
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的传销案件，对经侦查不
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查处。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对《禁止传销
条例》中传销查处认定部门进行了相关
规定。依照条例规定，工商部门和公安机
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都应当对传销行
为进行查处，并依照各自职责分别依法对
传销行为予以认定。

中国反传销协会会长李旭表示，如何增
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的有效衔接，是
解开打击传销难题的关键。各部门应全力
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建立社会治理防控机
制。同时，民间力量可以作为打击传销的重
要补充，起到宣传、反洗脑等重要作用。

徐 骏作（新华社发）

近期，许多旅客在购买高铁动车票时发现，有些车次
高铁动车组票价出现了不同幅度折扣。

比如，8月15日起，30天车票预售期内，温州南至宁波
的G7536次二等座出现了66元的折扣票，比通常的96元票
价便宜了30元。而商务座折后票价只要198元，相较于通
常的288元，优惠幅度高达90元。

其实，这不是火车票价第一次打折。今年 4 月 21 日
起，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
票价政策的通知》，铁路部门对东南沿海高铁时速 200公
里以上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当时，沪
杭、杭甬段时速 300 公里高铁动车组票价不在调整范围
内，此次 G 字头高铁票价打折，意味着价格调整的范围更
大了。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部分车次实行
折扣票价，主要是依据客流情况进行市场化调整。

从打折的时间点就能看出价格调整思路。如厦门北
至温州的 D3212 次，8 月中旬二等座票价 182 元，而预
定 9 月中旬这个车次的二等座票价已经降到 145 元。大
部分高铁降价也都是从 9 月开始。这是因为进入 9 月，
传统的暑期运输高峰已经结束，客流量开始下降。对客
流量相对少一点的车次车票进行打折，出行时间比较灵
活的旅客可以选择折扣票，形成对旅客的分流，避免了
一些热门车次旅客扎堆的情况，客观上达到了提高运营
效率的目的。

而从具体打折车次来看，铁路部门的调整十分灵
活。记者登录 12306 网站查询某日余票发现，同样是从
福州南到杭州东，8 时 30 分出发的 D3104 次动车连站票
都所剩无几，而 8 时 24 分出发的 D3236 次动车却还有近
百张二等座余票。在这次降价中，后者打折力度就比较
大，D3104 次动车二等座票价是 253 元，D3236 次动车二
等座票价为 219元，便宜了 34元。

由于旅客并不掌握客流情况，对打折情况不了解，建
议旅客在选择车次时多观察比较，能够节省不少出行费
用。而随着旅客对降价情况的逐步了解，这种不平衡状
况也有望得到缓解。

票价打折不仅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同时也是铁路
改革的又一次探索。今年以来，铁路改革频出大招。上
半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开始接触阿里、腾讯等企业，探
索推进优质资产资本化、股权化、证券化，并欢迎对方
参与铁路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7月，铁总宣布在 27个
主要高铁客运站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务，广受
各方关注；8 月，铁总先后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北
京产权交易所举办铁路土地综合开发项目推介会，涉及
项目数十个，面积上万亩；就连曾经饱受诟病的 12306
平台也开始启动商业化，实施广告投放业务，迈出了市
场化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