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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破获各类网络
黑产刑事案件 262起

自开展野净网 2019冶专项行动以来袁浙江警方
已破获从事网络账号恶意注册等各类网络黑产
刑事案件 262起袁抓获犯罪嫌疑人 1047名遥
网络黑色产业是指借助互联网技术尧网络媒

介袁为黑客攻击尧网络黄赌尧网络诈骗尧网络盗窃尧
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袁并从中非法
牟利的犯罪产业遥

今年以来袁浙江省公安机关将打击整治网络
黑产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野净网 2019冶专项行动第
一阶段的主攻方向遥 据统计袁浙江全省公安机关
目前已清理网络黑产相关广告帖文 1750 条袁关
闭网络黑产交流尧 交易网站栏目 渊网上群组冤
8912个袁处理因未落实网络安全措施的网站尧网
络服务提供商 678 家遥 破获从事网络账号恶意
注册尧非法第四方支付尧网络营销推广尧钓鱼网
站搭建尧木马程序制作尧电话野黑卡冶制售等各类
网络黑产刑事案件 262 起袁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47名遥 马剑

湖北院
66名涉黑涉恶公职人员

主动投案

自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袁湖北已有 66
名涉黑涉恶公职人员主动投案遥

据了解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袁湖北省纪
委监委严肃查处了黄冈市原副市长尧市公安局原
局长汪治怀涉野保护伞冶案袁并组织查办了武汉市
委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周滨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
院原院长王晨袁孝感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尧副局长
张简等一批人员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保护的相
关案件遥

截至今年 4月底袁湖北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和野保护伞冶问题 752件袁已处理 936人遥 在
高压震慑和政策感召下袁目前袁已有 66名涉黑涉
恶公职人员主动投案遥

梁建强

日常生活中袁不少人有身份证
丢失或被盗的经历遥 大多数人以
为只要挂失并补办一张新证即
可袁然而真相是院被挂失的丢失身
份证还能照用遥 这不袁一名 90 后
女子通过微信收购他人的真实二
代身份证袁 然后再从微信群加价
出售袁 不到一年非法获利 2 万余
元遥 日前袁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
院以买卖身份证件罪袁 判处该女
子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袁 并处罚
金 2 万元遥

野在夜场里工作的女孩子不想
别人知道自己身份袁会想找个头像
和自己类似的身份证办 IC 卡袁还
有些人去医院整容不想留痕迹袁他
们都是我的潜在客户遥 冶生于 1992
年的林某在上海某整形医院工作袁
因为工作原因袁她接触到一些对身
份证有特殊需求的人袁于是干起了
非法买卖身份证并从中牟利的活
动遥

从 2017年 3月开始袁 林某在
微信群散发出售公民身份证件的
广告袁待买家有购买意向后袁林某
会向买家发送一个云相册链接供
买家选择遥 根据证件的地区属性尧
有效期长短尧头像好看程度袁每张
价格在 300至 500元不等袁林某每
张获利 50至 200元遥 一年时间袁林
某向个体卖家以及中转下家累计
出售身份证 200 张袁 获利 2 万余
元遥

2018年 3月袁林某在家中被抓
获归案遥

徐汇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林某
非法买卖用于证明公民身份的证
件袁情节严重袁其行为已构成买卖
身份证件罪袁应予处罚遥 林某具有
坦白情节袁依法从轻处罚曰案件审
理期间袁林某退赔违法所得袁法院
酌情从轻处罚遥 根据本案的事实尧
性质尧情节尧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
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袁法院判决
林某犯买卖身份证件罪袁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九个月袁 并处罚金 2 万
元袁林某下家也被判处三年缓刑至
三年半有期徒刑不等并处罚金的
刑罚遥 ]

渊张 超冤

法官提醒
身份证作为每个人独一无二

的公民身份的证明工具袁一定要妥
善保管袁防止丢失尧被盗袁一旦发现
丢失尧被盗要及时就近就地申报挂
失尧说明情况尧尽快补办并开具补
办证明袁身份证有效期满及时换领
新证并交回旧证遥

有人疑问既然挂失后身份证
仍能正常使用袁那挂失还有什么用钥
法官提醒袁 及时挂失并向公安机关
说明丢失或被盗时间非常重要袁因
为一旦身份证被不法分子冒名使
用袁 自己有充分证据证明身份证非
个人所用遥这样一来袁一旦不法分子
有用身份证实施了违法行为等情
况袁自己也有野不在场冶证据遥

法条链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 第二

百八十条第三款院伪造尧变造尧买卖
居民身份证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尧拘役尧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情节严重的袁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曳院
伪造尧变造尧买卖居民身份证的袁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尧拘役尧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袁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曳院
第十七条院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袁由
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
罚款袁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袁有违法
所得的袁没收违法所得院渊一冤冒用他
人居民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
身份证的曰渊二冤购买尧出售尧使用伪
造尧变造的居民身份证的遥

第十八条院伪造尧变造居民身
份证的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有
本法第十六条尧第十七条所列行为
之一袁从事犯罪活动的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遥

案情院
黄岩的丰先生爱上网看直播遥

2018年 9月 25日凌晨袁 丰先生和
平时一样在某直播平台观看网红
主播野静静冶的直播节目 袁野静静冶
称平台有充值返利的优惠活动袁自
己有充值任务袁 希望丰先生能帮
忙遥 因为自己是野静静冶的铁杆粉
丝袁现野静静冶有求袁丰先生爽快地
答应了遥

接着袁野静静冶的助理小乐加丰
先生为好友遥 小乐告知袁充 5万元
返利 49600 元袁即充即返袁同时还
能得到 5万虚拟金币遥丰先生给自
己的平台账号充值了 5万元遥后来
丰先生又先后往账号里充值了
140900元袁 加上之前的 5万元袁共
计 190900元遥

丰先生察觉事情有些蹊跷后袁

就直接电话联系野静静冶遥 野静静冶称
自己并没有让他帮忙充值遥丰先生
才发现自己被骗袁遂报警遥 2018年
10月袁王某舟尧张某聪等五人被公
安机关抓获归案遥

释法院
法庭审理后认为袁被告人王某

舟尧 张某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袁相
互结伙袁利用虚构事实尧隐瞒真相
的方式袁 通过网络骗取他人财物袁
数额巨大袁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袁
依法应予惩处遥 同时袁因被告人王
某舟在侦查中后期如实供述犯罪袁
当庭自愿认罪袁 且已退缴非法所
得袁认罪态度较好袁系初犯袁酌情予
以从轻处罚曰被告人张某聪有自首
情节袁且已退缴非法所得袁依法并
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遥

最终袁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舟

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9 个
月袁并处罚金 5.8万元曰被告人张某
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4年袁并
处罚金 5万元袁退缴违法所得均返
还给被害人遥

该案主审法官苗青表示袁不法
分子正是瞅准这一野商机冶袁野掐冶准
受害人心理袁利用网络直播平台伺
机诈骗遥 本案中袁野铁杆粉丝冶丰先
生就是因为过于轻信对方袁中了骗
子设计的野套路冶而被骗钱财遥

在此苗青法官提醒袁在日常生
活中涉及到借钱转账等财物往来袁
一定要慎之又慎袁 要注意甄别人
员尧信息真伪袁切不可轻易相信那
些不明网站或陌生账户袁妥善保管
好自己的账号和密码袁以免造成资
金损失遥

林 静

女子一年倒卖 200张身份证获利 2万

举案说法
为博“女主播”红颜一笑 男铁粉冲动“充值”2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