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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品不仅能纪念某个历史时
刻袁还能保值增值袁成为了很多老年人
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的兴趣爱好遥 然
而袁 却有一些犯罪分子嗅到了其中的
可乘之机噎噎

近期袁 顺义区检察院受理了一起
案件袁 嫌疑人以假货冒充价值高昂的
收藏品袁 采用拨打电话的方式实施诈
骗袁让 20 多名老年人痛失养老钱遥

李老退休后就爱上了收藏袁 尤其
喜欢购买纪念币之类的藏品遥有一天袁
李老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中国人民银行
工作人员李龙的电话遥 李龙称为了纪
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袁央行发行野强军
梦冶尧野大国崛起冶等多套纪念币尧玉玺
印章等收藏品袁 不仅价格优惠而且购
买后还能免费参加拍卖会袁 并将这些
收藏品在拍卖会上高价卖出遥

李老听说能参加拍卖会很是心
动袁从来都是在电视上看拍卖会袁自己
还没参加过呢袁有个机会开开眼真好袁
没准还能接触一些收藏品专家遥 又一
想袁今年正好赶上祖国改革开放 40 周
年袁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时刻袁这
些收藏品将来肯定会升值袁 尤其是央
行发行的纪念品袁质量价值更有保证遥
李龙也在电话里反复强调袁 自己是央
行工作人员袁不会骗人袁每件收藏品包
装上都印有唯一的产品验证码供查询
真伪遥这些都让李老放下了戒心袁立刻
花 1600 元购买野强军梦冶纪念币袁9800
元购买玉玺印章遥

万万没想到的是袁 收到实物后才
发现袁这些东西制作粗制滥造袁一看就
像假货遥而所谓的产品验证码袁根本就
不见踪迹遥再跟李龙联系袁电话已经不
通了遥李老不死心袁抱着一丝丝希望来
到李龙提供的拍卖会地址袁 才发现根

本没有拍卖会袁 这时才确信自己被骗
了遥 经价格鉴定袁纪念币价值十几元袁
印章价值几十元遥本案中袁像李老一样
的受害人还有 20 多位袁 被骗数额在
800 元到十几万不等遥

经公安侦查袁 将涉案犯罪分子王
某尧刘某等 7 人抓获遥据其供述袁为了减
少无效电话袁其从网上购买公民个人信
息袁这些信息均是有过收藏品购买记录
的老年人遥王某尧刘某等人涉嫌诈骗罪袁
被我院起诉至法院遥最终袁王某尧刘某因
犯诈骗罪袁 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五万元遥 其他人根据犯罪
数额和作用分别被判处不同刑期遥

法条链接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曳第二百六

十六条揖诈骗罪铱院诈骗公私财物袁数额

较大的袁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尧拘役或
者管制袁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曰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袁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袁并处罚金曰数额特
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袁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袁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遥 本法另有规
定的袁依照规定遥

检察官提示
时代进步也催生了犯罪手法的不

断翻新袁 近年来诈骗分子利用大数据
精准瞄向被害人袁让人防不胜防遥最有
效的规避方法就是袁 陌生推销电话不
要理袁 购买物品需到正规商场或者正
规电商袁不要贪图小利而损失巨大遥而
老年朋友也可以在高额消费时多让子
女把把关遥 金检

法
治 网络运营者收集

使用儿童个人信息须监护人同意

10 月 1 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叶儿
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定曳冤将正
式实施遥

根据叶规定曳袁网络运营者收集尧使用尧转移尧披露
儿童个人信息的袁应当以显著尧清晰的方式告知儿童
监护人袁并应当征得儿童监护人的同意遥

网络运营者发现儿童个人信息发生或者可能发
生泄露尧毁损尧丢失的袁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袁采取
补救措施曰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袁应当立即
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袁并将事件相关情况以邮件尧信
函尧电话尧推送通知等方式告知受影响的儿童及其监
护人袁难以逐一告知的袁应当采取合理尧有效的方式
发布相关警示信息遥

网络运营者停止运营产品或者服务的袁 应当立
即停止收集儿童个人信息的活动袁 删除其持有的儿
童个人信息袁 并将停止运营的通知及时告知儿童监
护人遥

网络运营者落实儿童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责任不
到位袁存在较大安全风险或者发生安全事件的袁由网
信部门依据职责进行约谈袁 网络运营者应当及时采
取措施进行整改袁消除隐患遥

莫盼

举案说法

收藏品中陷阱深
老人痛失养老钱

近日,叶嘉兴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曳 获浙江省人
大常委会批准遥 其中规定: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
路时浏览手持电子设备 ,
或者嬉闹的, 处警告或者
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
款遥

这一规定再次引发了
各方的争议, 支持者认为
对 野低头族冶 立法很有必
要曰而反对者则认为,针对
野低头族冶的执法将面临困
境遥

事实上, 类似争议在
一些地方的文明促进条例
出台或征求意见时经常会
出现遥9 月 2 日,叶深圳经济
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草案修改稿)曳在深圳市人
大常委会网站上公开征求
意见, 规定地铁设立的优
先车厢, 在高峰时段可以
仅供残疾人尧未成年人尧女
性等有需要的人士乘坐遥
而谁来阻止和怎样阻止进
入优先车厢的成年男士 ,
就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遥

各地的文明促进条例
之所以容易引发争议 ,根
本原因在于道德与法律之
间的落差遥 法律是底线的
道德, 道德则是人们内心
的法律遥 对于不道德行为
可以进行舆论谴责, 而对
于违法行为就必须进行刚
性的执法遥 文明促进条例
意在以法律的强制力倒逼社会道德文明
的提升,也就是说,不文明行为将不再仅是
道德问题,

还将成为法律问题遥 而法律的生命在
于执行遥 所以,道德问题一旦上升为法律
问题就必须有执行遥

如何执行文明促进条例,各地也进行
了自己尝试和探索遥 天津市的文明促进条
例,则似乎更多地依靠警察执法遥 在叶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曳实施一个多月以后,
有报道数据显示天津市野公安部门就各类
不文明现象累计接警 18296 次, 出动警力
53300 人次,责令改正 4209 次,警告 2188
人次,收缴各类违规犬尧流浪犬 225 条冶遥

福建省厦门市落实文明促进条例则
体现了综合执法的精神,公安交警尧行政执
法尧卫计尧旅游等相关部门都要积极落实
文明促进条例,推动执法走向常态化尧长效
化遥

叶南昌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曳 则要求
加强党委政府领导,加强有关部门的执法
合作,野有关部门在执法中发现属于其他
部门负责查处的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告知
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冶遥

广东省广州市为了确保文明促进条
例规定的野乱扔垃圾尧不文明养犬等情节
严重尧影响恶劣的不文明行为,未来将依
法予以曝光冶顺利实行,还专门召开了立法
听证会,通过广泛的辩论凝聚立法共识遥

各地的做法虽然各不相同,但根本目
标都是要确保文明促进条例立法不变成
一纸空文,不成为道德的宣教遥

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结相合,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的基本
原则遥 各地出台的文明促进条例正是法律
和道德相辅相成尧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法
治精神的体现,而如何保证法律能够得到
有效的执行,则需要实践经验的总结遥 事
实上,各地为落实文明促进条例所进行的
执行大胆尝试,恰恰就是实践的过程,是推
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
用的努力遥

再回到前文嘉兴市的文明促进条例
上来,虽然禁止过马路时玩手机在执法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麻烦,但法律的
权威和人们对法治的信仰终究会成为执
法最有力的保障遥 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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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
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

10 月 1 日起袁叶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曳开始施
行遥

根据规定袁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
快件袁应当征得收件人同意曰收件人不同意使用智能快件
箱投递快件的袁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应当按照快递服务合
同约定的名址提供投递服务遥 寄件人交寄物品时指定智能
快件箱作为投递地址的除外遥

快件出现外包装明显破损尧重量与寄递详情单记载明
显不符等情况的袁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不得使用智能快件
箱投递遥

寄递详情单注明快件内件物品为生鲜产品尧贵重物品
的袁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不得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袁与寄
件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遥

智能快件箱使用企业按照约定将快件放至智能快件
箱的袁应当及时通知收件人取出快件袁告知收件人智能快
件箱名称尧地址尧快件保管期限等信息遥 智能快件箱运营企
业应当合理设置快件保管期限袁保管期限内不得向收件人
收费遥 柴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