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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提示：

警惕各种新型电信诈骗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近期，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破
获一宗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涉案公司
以销售“保健品”为名实施网络电信诈
骗，警方共抓获涉案人员462人，涉案金
额超过千万元。

近年来，公安部牵头国务院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
会议 23 个成员单位，坚持侦查打击、重
点整治、防范治理三管齐下，深入推进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取得显著成效。

统计数字显示，2017 年，全国共破
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3.1万起，查处违
法犯罪人员 5.3 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57.8%、53.09%，收缴赃款、赃物价值人
民币 13.6 亿元，为群众紧急止付挽损
103.8 亿元，阻截、清理涉案银行账户
28.5万个，关停涉案电话号码37.1万个；
共立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9.6万起、同
比下降5.2%，造成经济损失131.5亿元、
同比下降33.5%。

然而，在严打高压态势下，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仍然高发多发，且随着打击力
度加大，作案手法和形式也在不断更新

变化，形势依然严峻。其中，较为突出的
有3种类型：代办信用卡和贷款诈骗、互
联网刷单类诈骗、通过互联网实施购物
退款诈骗。同时，冒充公检法诈骗类以
及重金求子类、冒充黑社会敲诈勒索类、
机票改签诈骗类、短信诈骗类等传统电
信诈骗案件在大幅下降。

以代办信用卡、贷款为名实施诈骗
案件为例，此类案件惯用手法，一是在互
联网上注册无抵押贷款网站。当受害人
急需用钱、上网搜索无抵押贷款信息时，
诈骗分子自称可以提供无担保贷款，但
以需先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提前
支付一定期间的利息才能办理贷款为
由，骗取受害人钱款。二是诈骗分子以

“可办理信用卡、提高信用额度”等为诱
饵，以“验证个人信誉需要收取保证金”
等名义，得到受害人信任后，骗受害人按
照其“提示”将钱转入犯罪分子指定的银
行账户，再转走取现。三是利用短信平
台或“车载伪基站”，发送冒充银行信用
卡额度提升或补录实名信息的手机短
信，当受害人点击所收到手机短信中虚
假链接（钓鱼网站）并填入银行卡号等相

关信息后，不法分子则利用事先在互联
网上搭建好的“钓鱼网站”获得受害人银
行卡号、登录密码等信息，再利用这些信
息在互联网购卡平台上购买游戏点卡和
手机话费充值卡，并通过互联网销卡平
台卖出，非法获利。

随着网购的普及，当前互联网刷单
类诈骗也呈现高发态势。诈骗分子通过
社交工具，在互联网上大量推送刷单广
告，并利用黑客技术获取或者从网上购
买网购人员信息，向网购人员定向推送
刷单广告。内容一般为“在家兼职、动动
手指、协助网店商家开展虚假交易提高
信誉度，轻松赚钱”。最初，受害人点击
进入网页后，可从每笔小额刷单交易中
获 5 元左右佣金，以此引诱受害人参与
大额虚假交易后，诈骗分子再以系统故
障等理由，拒绝归还本金、佣金，并要求
继续交易才能归还，一步步不断诈骗受
害人钱财。

据警方介绍，还有一种通过互联网
实施购物退款形式的诈骗。此类犯罪手
法一般是诈骗分子通过互联网非法获取
网购买家信息后，再以打电话方式冒充

购物平台、快递公司客服或卖家，以快递
丢失、错误提升客户等级或退货为名，套
取被害人付款转账验证码或让被害人扫
描二维码来诈骗钱财。在此类诈骗中，
有专业团队给诈骗分子提供假的购物网
站和退款流程网页及链接。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公安
机关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但电信网
络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电信网络诈骗作
案手法和形式不断更新变化。当前，随
着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各
种新技术不断涌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分子不断利用新技术以及管理上的漏洞
实施作案。例如，银行资金流转环节存
在一些漏洞被诈骗分子利用，第三方支
付平台账号被诈骗分子购买、使用，电
信行业仍存在管理漏洞，互联网上活跃
着的巨大灰色产业群为诈骗分子提供支
持，形成了一系列相对独立、互不相
识、时分时合的职业团伙。公安机关将
坚持重点类案集中攻坚，持续推动重点
地区打击整治，联动相关部门提高打击
治理工作水平，坚决维护公民信息和财
产安全。

最高法：

明确首家金融法院案件管辖范围

日前，广州海关隶属顺德缉私分局在广东顺德某水域
查获一艘集运输、脱色、过驳等功能于一体的走私“红
油”船，这是海关系统查获的全国首例利用改装船只“一
体化”走私“红油”案件。

“红油”，特指香港专门用于工厂、船舶的免税柴油，
为方便辨别，人为添加红色染色剂，不能用于国际贸易。
由于“红油”与在内地销售的柴油存在一定差价，走私分
子常以此牟取不法利益。

涉案船只原为内河小型货船，船长约30米，载重量
约 100 吨。走私分子在船头甲板位置安装了两个加压设
备，并将单一货舱改为三个舱体，靠近船头的舱体装有过
滤设备，中间最大的舱体为“红油”脱色反应密封箱（可
装40吨“红油”），船尾舱体为储存已脱色“红油”的密
封箱。

“红油”进入中间舱体后，船头甲板和船头舱体的加
压、过滤设备即刻启动，对“红油”脱色和过滤，最终形
成与国内普通柴油外观类似的油品，再灌入后部储存密
封箱。

据估算，涉案船只可以一边航行一边脱色作业，每小
时能脱色“红油”约20吨。脱色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直
接排放、倾倒入河流或置放于岸边，对沿线水资源、沿河
居民卫生安全构成危害。

据悉，此前惯用的“红油”走私作案手法是走私分子
将“红油”偷运走私入境后，在珠江内河岸边过驳到油罐
车上，再运往陆上的非法脱色点脱色，之后再装载到目的
地销售，整个流程环节较多，时间、空间跨度较大。现在
这种集运输、脱色、过驳等功能于一体的走私“红油”
船，直接在珠江河网中流动式作业，减少了中间环节，整
个作案过程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查缉难度更大。

据悉，今年上半年，广州海关共查获水上走私成品油
案件 108 宗，查扣走私成品油 4338.66 吨，案值 2520.59
万元。广州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对各类油品走私
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本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海金融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为即将挂牌的上海金融法院准确适用法律提供制度保障，
该规定于2018年8月10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了金融民商事案件范围，分别是：证券、期
货交易、信托、保险、票据、信用证、金融借款合同、银
行卡、融资租赁合同、委托理财合同、典当等纠纷；独立
保函、保理、私募基金、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网络
借贷、互联网股权众筹等新型金融民商事纠纷；以金融机
构为债务人的破产纠纷；金融民商事纠纷的仲裁司法审查
案件；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金融民商事纠纷的判决、
裁定案件。

其中，银行、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等金融机构，往往
持有特定金融牌照，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或者备案登记，以
便于确认。对于普通的民间借贷案件，则不纳入上海金融
法院的管辖范围。

私募基金纠纷，包括私募股权、私募证券基金，涵盖了
私募基金内外部纠纷。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纠纷，俗
称“第三方支付”纠纷。网络借贷纠纷，俗称“P2P”纠纷，当
事人双方中一方是网络借贷平台的，属于金融民商事案件；
如当事人双方都是公民的，最高人民法院将其列入普通民
事案件。

按照规定，互联网股权众筹纠纷，是指投资者通过互
联网渠道出资获取融资公司一定比例股份引发的纠纷。实
践中，互联网众筹还涉及慈善捐款、买卖产品等类型，因
此类众筹不涉及投资营利这一金融属性，不属于金融民商
事案件。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明确规定，上海金融法院专门管
辖上海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以金融监管机构为被告
的一审、二审和再审申请涉金融行政案件。

最高法立案庭负责人表示，上海金融法院是上海市的
专门法院，审级上对应的是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上述案件的
前提是应当由上海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
件，不能跨上海市行政辖区管辖金融民商事案件。

今年4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
出《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的决定》，明确上海金融法院专
门管辖上海金融法院设立之前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的金融民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管辖案件的具体范
围由最高法确定。

全国首例改装船“一体化”走私红油案告破
本报记者 顾 阳

图为海关缉私警察和海关关员检查走私“红油”案涉案
船只。 池兆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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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纸上权利”变“真金白银”
——青海法院高原“执行风暴”现场直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万祥

司法案件“执行难”如何破解？人民
法院通过一系列执行攻坚组合拳，震慑
了失信被执行人，提升了司法公信力，保
障胜诉当事人的“纸上权利”变为“真金
白银”。

8 月 7 日至 8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
新闻局、执行局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共同开展了为期3天的攻坚执行难全媒
体直播活动。房屋腾退、强制搜查、草场
分割、拘传拘留“老赖”……从西宁到青
海东北部，再转向东南部，记者随同执行
法官来到执行现场，见证青海法院攻坚
一个个“骨头案”。

躲避执行“姗姗来迟”

“你们今天能不能履行？用什么方
式保障履行？”

“行，没问题。本来是要履行，可是
资金实在是紧张。”

这一幕发生在位于西宁城东区的青
海汇鑫食品有限公司财务室。在法官义
正词严地劝诫下，汇鑫公司负责人当场
签订个人担保书，并如期还清欠款。

然而，法院执行一开始并不顺利。8
月7日，当执行法官赶到公司所在地，财
务室大门紧闭，工作人员说是财务人员
出去吃饭了，办公室没人。宣读完搜查
令后，在媒体记者和“围观”网友的见证
下，执行干警强行开锁。

“姗姗来迟”的财务会计一边说着
“莫名其妙”，一边不情愿地打开财务室
保险柜。执行法官查扣了现场搜查到的
账本、现金和8张银行卡、2个存折，并一
一登记入册。其中，一张银行卡流水从
100多万元到200多万元不等。

“这个案子涉及20多位农民工合法
权益。被执行人青海汇鑫食品有限公司
开始说要还钱，但到期后就开始耍赖，
前后三次找各种理由拖延履行义务，期
间还写过保证书。”西宁城东区人民法
院执行局局长常毅说，这家公司主要收
入来源是商户出租，收入稳定，是一种
典型的有财产可供执行却拒绝履行义务
的情况。

据了解，青海汇鑫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2年，其投资建设的青海汇鑫食品
集散中心集食品批发、零售、采购、配送及
配套物流服务功能于一体，是城东区着力
打造的专业特色市场。执行法官发现，汇
鑫公司的账目流水部分走公司银行账户，
部分走个人账户，违反财务制度。常毅表
示，核实查验后，如果还存在“公款私存”
现象，法院将进一步采取措施。

当天，城东区检察院民行局助理检
察官王卉在执行现场全程法律监督。她
说：“执行开始前，我们认真审查了法院
的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执行实施方
案。随后，对整个执行过程实施全程依
法监督。执行部门采取措施得当，程序
合法，司法行为文明规范。”

专家表示，检察机关参加现场执行
监督，实现了检察监督工作从静态到动
态，使执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有利于
检察监督权的进一步实现，这不仅对促
进法院执法规范化起到了良好作用，更
是对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进一

步提高了司法公信力。

司法执行化解“清收难”

警车疾驰，警灯闪烁。执行现场转
至位于青海东南部的尖扎县，这里是黄
南藏族自治州北部之县，公路交通便利，
是“北依西宁、南望九寨”旅游黄金线上
的重要旅游节点。8月9日，尖扎县人民
法院集中开展执行活动，通过重拳打击
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行为，营造诚实
守信的社会环境。

尖扎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共分8个
组，辗转 3 个乡镇 8 个村社，对涉及 9 起

“涉公职人员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
19名借款人和担保人实施强制执行，对
7人采取强制措施，当场履行31万元，截
止到记者发稿时已执行到位48万元。

“按照法定程序，法院向被执行人发
出执行通知，执行法官多次联系，被执行
人要么称自己没钱，要么不接电话，存在
抵触情绪。”作为案件承办法官，尖扎县
人民法院院长孙瑞杰说，执行法官做了
大量工作，释法明理耐心劝说及时履行，
并告知拒绝履行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
果。有些案件涉及公职人员具备强制条
件，但有财产仍拒绝履行，一部分案件被
执行人以各种手段逃避、规避执行，无法
联系，加大了执行难度。

尖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工作人员
朱建军介绍，尖扎县信用联社不良贷款
中，涉公职人员贷款和担保的比重都比
较大，清收难的问题尤为突出。在不良
贷款清收过程中，上门清收普遍效率低、
成本高，司法清收已成为尖扎信用联社
不良贷款清收的主要途径，效果明显。

此次执行活动中，关某为朋友作担
保人，向信用联社借款 10 万元，借款期
限为24个月。法院支付令显示，借款到
期后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多次催收借款，
仍未偿还全部借款本息。

“像这种情况，债权人既可以要求债

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担保人履行
债务。”孙瑞杰说，经过调查，借款人没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没有履行能力，那么担
保人将承担连带责任。担保人关某是一
名公职人员，有稳定收入，在法院发出财
产申报令后，其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如实
申报。被执行人如不向人民法院如实申
报，就可以对其司法拘留或罚款。

当关某被法警带上警车，法官宣布，
如果其拒绝履行给付义务，将对其予以
司法拘留时，关某才恍然大悟，作为担保
人会承担这么严重的后果。随后，他迅
速履行了10万元给付义务，剩余欠款也
与申请人尖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达成
了和解协议。

孙瑞杰介绍，尖扎县人民法院受理此
类案件后，一般会分析案情、研究措施，与
信用联社召开协调推进会，并组织办案人
员向被执行人送达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财产申报、限制高消费等文书。除此之外，
法院还协调相关单位，将被执行人失信情
况与评先选优、晋职晋级以及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候选资格审查相挂钩。

2017年以来，尖扎县信用联社司法
清收中已有41件案件的73名当事人主
动向法院缴纳执行款234.94万元。在法
院开展执行攻坚工作以来，信用联社共
清收被执行人主动偿还贷款额达 1100
万余元。

调解婆媳千亩草场纠纷

记者跟随法院执行干警，从海北藏
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县城驱车近两
个小时，来到门源县仙米乡德欠村，再登
上一处海拔3000多米的草场。在这里，
法院要强制执行一起发生在婆媳之间的
草场承包经营权权属纠纷案。

正值中午，突然下起大雨。记者和
法院执行人员一同躲到羊圈里吃起午
饭，矿泉水加锅盔。执行法官说，门源县
以农牧业为主，办案需要走进高原深山，

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对他们来说是常态。
高原山区的雨说下就下，说停就

停。刺眼的阳光下，被雨淋湿的衣服干
得很快。法院执行也正式开始。虽然被
执行人情绪依然有些激动，但案件最终
得以顺利执行。随着门源县草场监理站
的工作人员重新划分草场界限，打下分
界木桩，这起纠纷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判决下来后，我还是拿不到判给我
的草场，当时很发愁，现在终于解决了。”
执行申请人激动地说。

海北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张青武告诉记者，由于不少案件涉及
亲属、家庭关系，法院在强制执行前需要
做好调解工作。此次执行前，县法院、乡
党委政府、村两委与申请人和被执行人
多次沟通，有效推动了案件执行。

据统计，在本次活动中，青海法院共
出动执行人员581人次，警车127辆，执
结案件76件，执行到位标的421万余元，
分割草场 746 亩，牛 53 头；司法拘留 20
人，查封10件被执行人财产，罚款2人。
全国人大代表沙沨、孔庆菊及青海省市

（州）区（县）各级人大代表现场参与见证
监督了案件的执行。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
执行难’第六巡查组巡查我省执行工作，
从巡查反馈情况看，存在的问题还不少，
与第三方评估标准还有差距。”青海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明国表示，执行难，攻
坚难，高原人的意志更坚，高原人从来都
是“缺氧不缺精神”，要一个案件一个案
件攻坚，一场战役一场战役打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建国表示，这
次高原执行目标明确，都是针对有能力
履行但拒不履行判决的失信被执行人。
法院实现了执行内容全覆盖，而且在执
行过程中使用了各类执行措施，特别是
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民事速裁、拘传、司
法拘留措施。同时，人民法院要进一步用
好用足联动执行和公开执行，促进公众
的参与和舆论监督，增强执行的威慑力。

执行法官现场宣读拘留决定书后执行法官现场宣读拘留决定书后，，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司法拘留依法对失信被执行人司法拘留1515日日。。
李万祥李万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