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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尧公
安部尧 司法部近日联
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
野软暴力冶的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袁明
确依法惩处采用 野软
暴力冶实施的犯罪遥

意见指出袁野软暴
力冶 是指行为人为谋
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
法影响袁 对他人或者
在有关场所进行滋
扰尧纠缠尧哄闹尧聚众
造势等袁 足以使他人
产生恐惧尧 恐慌进而
形成心理强制袁 或者
足以影响尧 限制人身
自由尧 危及人身财产
安全袁影响正常生活尧
工作尧生产尧经营的违
法犯罪手段遥

根据意见袁野软暴
力冶 违法犯罪手段通
常的表现形式有院侵
犯人身权利尧 民主权
利尧财产权利的手段袁
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
靠尧扬言传播疾病尧揭
发隐私尧恶意举报尧诬
告陷害尧破坏尧霸占财
物等曰扰乱正常生活尧
工作尧生产尧经营秩序
的手段袁 包括但不限
于非法侵入他人住
宅尧破坏生活设施尧设
置生活障碍尧 贴报喷

字尧拉挂横幅尧燃放鞭炮尧播放哀乐尧摆
放花圈尧泼洒污物尧断水断电尧堵门阻
工袁以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尧派驻人员
据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尧办
公区尧经营场所等曰扰乱社会秩序的手
段袁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示威尧聚众
哄闹滋扰尧拦路闹事等曰其他符合意见
规定的野软暴力冶手段遥

意见指出袁为强索不受法律保护的
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袁雇佣尧指使
他人采用野软暴力冶手段非法剥夺他人
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袁或者非法侵
入他人住宅尧寻衅滋事袁构成非法侵入
住宅罪尧寻衅滋事罪的袁对雇佣者尧指使
者袁 一般应当以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论
处曰因本人及近亲属合法债务尧婚恋尧家
庭尧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尧指使袁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袁一般不作为犯罪
处理袁但经有关部门批评制止或者处理
处罚后仍继续实施的除外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
表示袁意见及时有力回应了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的打击重点尧难点袁为野软暴
力冶刑事案件的处置提供了精准尧细密
的工具清单袁 同时也坚持了法治底线袁
在界定野软暴力冶的法律性质尧表现形式
等方面袁实现了野打早打小冶的防治策略
与野打准打实冶的司法策略之间的有机
结合遥

征信维度更加多元化

野从目前看袁新版征信报告试
运行较为理想袁未出现较大问题遥
整体内容和栏目在试运行阶段应
该变动不大袁 至多在一些小问题
上根据试运行的情况进行相应修
订遥 冶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南野告诉记者遥

何南野表示袁 个人征信数据
更新和建设是一件颇具难度的事
情袁需要多方通力合作遥 因此袁央
行征信中心推出新版征信报告袁
肯定是经过诸多考虑之后袁 慎重
作出的决定遥

一方面袁过去几年袁国家信息
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进
步袁 在很多方面已实现了全国联
网与互联互通袁 个人重要信息归
集成为可能曰另一方面袁近几年袁
互联网金融尧金融科技的发展袁让
个人信息更趋完善袁 征信维度具
备了多元化基础遥同时袁新时期经
济发展对个人征信报告提出了新
要求遥 如何更有效尧更全面尧更精
准地反映个人信用情况袁 如何快
速构建一个完善高效的信用社
会袁成为征信行业当前重要任务遥

那么袁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与
旧版最大不同在哪里钥 何南野透
露袁可以概括为三大变化袁即更细
化尧更全面尧更精准遥

首先是更细化遥 新版个人征
信报告袁个人信息将更加细化遥除
旧版个人基本信息之外袁 新版个
人信息将更加完整袁 还可以查看
配偶信息遥同时袁职业信息也更完
整袁信息量与个人求职简历相当遥
更细化的信息袁 将使个人信用情
况更为一目了然遥

其次是更全面遥 新版个人征
信报告袁 维度更加丰富尧 更加全
面遥 比如袁还款记录延长至 5年袁
将记录详尽的还款信息尧 逾期信
息曰新增还款金额袁逾期或透支额
也将标注出来遥 除借贷等金融信
息外袁 新版征信将纳入更广泛的
信息袁如电信业务尧自来水业务缴

费情况尧欠税尧民事裁决尧强制执
行尧行政处罚尧低保救助尧执业资
格和行政奖励等信息遥

最后是更精准遥 新版的个人
信息更加细化和全面袁 使得个人
信用状况可以得到更加真实的反
映袁 金融机构的信贷管理将变得
更有针对性袁风险管理更加精准袁
可有效降低信贷风险遥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可以说袁 新版个人征信报告
里的信息涵盖了人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遥在任何地方的失信袁都可能
会被新版个人征信报告记录在
案遥当个人申请贷款时袁无论是房
贷尧车贷还是消费贷款袁金融机构
大多数都会先去查看个人征信报
告遥因此袁征信报告上一旦留下负
面记录袁可能会影响信贷获批遥

还有市场人士比较发现袁野上
午离婚下午买房冶将成为过去遥在
旧版征信报告中袁 假设夫妻双方
共同还款袁男方主贷袁那么女方征
信报告中不体现负债曰 而新版征
信报告中袁作为共同借款人袁夫妻
双方征信报告中均会体现负债遥

野现在袁不少城市在二套房认
定时都实施耶认房又认贷爷政策袁
如果夫妻双方负债记录都出现在
征信报告中袁 那么夫妻双方已经
购房的袁将来离婚后袁非主贷人再
次买房仍将被认定有房贷袁 就会
无法享受首套房的低首付尧 低利
率的优惠政策遥 冶 一位市场人士
说遥

野如果将水费缴纳等情况记
录在内袁我觉得挺好袁这样征信涵
盖的数据尧收集的维度都更加多尧
更加广袁有助于更全面地判断尧评
价一个人的诚信水平和信用情
况遥 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
院副院长董希淼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袁 征信大数据就
要数据足够多尧足够大袁这样才能
够更加立体地刻画一个人乃至一
个社会的诚信水平遥

何南野同样认为袁 新版征信
报告对个人会产生较为重要的影
响遥他提醒说袁个人在日常生活中
要非常注意个人的信用情况遥 从
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袁构建野一处
失信尧 处处受限冶 的信用惩戒机
制袁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袁需要在个
人征信报告中加入更多与日常生
活息息相关的内容遥 野只有让征信
报告维度更全面袁 方能更好地促
进个人提升信用意识袁 从而促进
整体信用社会建设遥 冶何南野说遥

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毋庸置疑袁 新版个人征信报
告将会收录更多个人信息袁 因此
也引发人们对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的担心遥如何保护好个人信息袁各
方应做好哪些工作钥

野央行建立个人征信报告有
别于一些社会征信机构采集个人
信息的行为袁 在个人信息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方面应会考虑得较
为周全遥 冶董希淼说袁野个人信息安
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确是非常重
要的问题遥 比如袁 欧盟对个人信
息尧隐私的保护袁有非常全面且比
较严格的要求和规定袁 一旦违背
了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遥所以袁在
个人信息安全尧隐私保护等方面袁
我国要加快立法袁 实施更好的保
护举措遥 冶

董希淼建议袁 完善信息保护
立法袁构建信用共享环境遥在基本
法层面袁 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
法袁明确个人信息权的法律地位尧
权利属性以及个人信息的收集
使用原则袁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
依据曰在规章制度层面袁在基本
法框架下袁在金融尧通信尧电子商
务尧教育尧医疗卫生等重点领域
制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行政法规尧
部门规章曰 在行业自律层面袁引
导重点行业尧领军企业在国家法
律框架内建立个人信息开发利
用从业规则袁充分发挥行业自律
管理机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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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个人征信报告将上线
野上午离婚下午买房冶成为过去

阴毛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