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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安徽省检察院获悉袁该院今
年将继续把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作为服
务大局的重要抓手袁通过组织实施以 3 个专
项工作尧5 个系列活动尧建立一套机制为内容
的野351冶工程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投诉难尧答
复慢尧服务措施落不实等突出问题遥

野351冶工程的具体内容包括开展解决申
诉难尧立案难尧执行难等问题 3 个专项工作袁
组织一次集中学习研讨尧进行一次专项督导
检查尧编辑一套风险防范丛书尧召开一次现
场推进会尧开展一次十大精品案件评选等 5
个系列活动袁建立一套涉民企案件投诉控告
办理协作机制遥

此外袁安徽省检察院要求各地要建立涉
民企案件由承办人和部门负责人审查定案
的野双审机制冶袁健全错案甄别纠正常态化机
制遥 实行涉民企案件野一把手冶负责制袁持续
深化涉民企案件立案监督和羁押必要性审
查活动遥 紧扣安徽科技创新策源地战略定
位袁严厉打击侵害知识产权犯罪袁筑牢科技
创新法治野防火墙冶遥

据了解袁2019 年袁 安徽省检察机关严厉
打击侵犯民企正当权益犯罪袁 共起诉合同诈
骗尧强迫交易等犯罪 602 人袁办理欺行霸市尧
强揽工程尧破坏生产经营等犯罪 1703 人遥 审
慎处理民企经营者涉罪案件袁 共对涉罪民营
企业人员不批捕 473 人尧不起诉 244 人遥对依
法可不再羁押的涉民企犯罪嫌疑人袁 建议变
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 90 人遥针对少数案件久
拖不决尧疑案从挂等现象袁开展涉民企刑事诉
讼野挂案冶专项清理袁共清理野挂案冶34 件遥

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武表示袁 安徽检察机关将
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袁提供合法保护袁为民企发展创造宽
松的司法环境遥 吴贻伙

公安交管开展夜查

共查处酒驾醉驾 2.5 万余起
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袁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尧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袁 酒驾醉驾违法抬头尧肇
事肇祸多发遥 为遏制酒驾醉驾上升势
头袁3 月 20 日至 22 日袁公安部交通管理
局组织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集中开展周
末夜查全国统一行动袁严查酒驾醉驾等
严重违法行为遥 行动期间袁各地科学部
署勤务袁最大限度将警力和装备投入路
面袁城市道路尧农村地区尧高速公路全覆
盖袁共查处酒驾醉驾 2.5 万余起袁其中醉
驾 2300 余起遥

据了解袁 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
署袁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开展周末
夜查统一行动遥 在此基础上袁结合实际
开展全省渊区冤尧全市统一行动袁保持对
酒驾醉驾尧疲劳驾驶尧超员超载尧无证驾
驶尧假牌套牌等严重违法行为的严管态
势遥

酒驾醉驾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袁公安交管部门将始终坚持严管
严查不放松遥 同时袁也呼吁广大驾驶人
朋友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袁
不心存侥幸尧酒后开车袁珍爱生命尧酒后
禁驾袁共创文明尧共享平安遥 朱紫阳

2019 年 9 月袁云南警方从一起婚恋
诈骗案件顺藤摸瓜袁在公安部指挥下以
野生态打击冶 方式深挖深查袁 成功侦破
野3窑15冶网络黑灰产业生态链专案袁一举
摧毁了一个售卖卡号尧注册账号尧实施
诈骗的黑灰产业链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95 名袁查获涉案电话卡 277 万张遥

以此案为基础袁公安部随后部署全
国 26 个省市开展 野净网 2019冶1 号集群
战役袁 有力打击了网络账号恶意注册尧
非法交易尧非法使用黑色产业链遥 相关
人士认为袁监管存漏洞导致手机野黑卡冶
禁而不绝袁相关法律法规目前仍存在适
用难题袁成为国家安全尧社会秩序和网
络生态的隐患遥

顺藤野摸冶出网络犯罪大案
2019 年 3 月袁昆明警方接到群众唐

某某报案称袁自己通过婚恋网站认识的
一个微信网友称某赌博网站有漏洞可

以获利袁自己按其要求野充值冶31 万后发
现被骗遥

警方立即开展侦查袁发现被骗资金
流向福建袁用于诈骗的微信号来自昆明
野黑兔子工作室冶遥 3 天后袁该工作室 7 名
犯罪嫌疑人被成功抓获袁3 万多张手机
卡和近 200 部手机被收缴遥经审讯袁嫌疑
人交代是从山东某达公司购买的电话
野黑卡冶袁 通过特殊设备盗取微信账号袁
再出售给下游犯罪团伙遥

野上游卖手机耶黑卡爷袁中游盗卖微
信号袁下游诈骗犯罪袁必须一起深挖打
击浴 冶云南省公安厅网安总队总队长高
兵介绍袁情况上报后袁公安部将该案列
为野净网 2019 专项行动冶督办案件袁云南
成立野3窑15冶专案组并由副省长尧公安厅
厅长任军号任组长遥

警方对该案顺藤摸瓜侦办后战果
迅速扩大袁2019 年 4 月抓获 5 名购买微
信账号用于电信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袁5

月抓获山东某达公司董事长及高管 22
人袁一条由野手机卡商-盗号窝点-接码
平台-网络账号交易商-下游犯罪冶组成
的黑灰产业链浮出水面遥

据专案组民警介绍袁在这个黑灰产
业链中袁运营商将电话卡出售给北京某
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等虚拟运营商后袁
因缺乏管理袁导致物联网行业卡被违规
开通短信语音功能袁销售给山东某达公
司等虚拟代理商遥 而山东某达公司自
2017 年以来袁 利用 3 家子公司和 15 家
实际操控的空壳公司袁伙同部分虚拟运
营商内部人员通过签订虚假合同等方
式套取行业卡袁再转售给不具备行业卡
购买资质的野黑兔子工作室冶等下游野机
房冶遥

经查袁山东某达公司共向下游公司
租售未经实名认证的 野黑卡冶1000 余万
张袁成为网络诈骗犯罪野输血供电冶的源
头遥 在其后环节袁电话卡价值被野吃干榨
尽冶院 物联网行业卡被用于恶意注册账
号尧发送非法短信等袁附加了公民个人
信息的回收个人卡则被用于盗取微信
号遥

据专案组介绍袁在野3窑15冶案中袁云南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95 名袁 查获涉
案电话卡 277 万张袁扣押电脑尧野卡池冶等
作案设备 3500 余台遥

以此为基础袁 云南警方报请公安部
发起涉及全国 26 个省市的野净网 2019冶1
号集群战役袁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1793 名袁
查获手机卡 1370 万张渊重约 50 吨冤袁收缴
电脑尧野猫池冶等作案设备 3.6 万台尧公民
个人信息 6994 万条袁 收缴恶意注册的婚
恋交友平台等网络账号 900 余万个遥

监管漏洞威胁网络安全
专案组分析袁上述案件揭示了当前

我国手机卡和物联网卡等管理仍存漏
洞袁相关新兴业态有部分被犯罪分子利
用的风险遥 在互联网账号盗尧产尧销尧用

的黑灰产业链中袁 上游的虚拟运营商
渊简称野虚商冶冤尧手机卡出售商渊简称野卡
商冶冤是以往难以打到的源头性角色袁造
成手机野黑卡冶泛滥禁而不绝袁各类网络
犯罪案件野按下葫芦浮起瓢冶遥

据办案民警介绍袁手机野黑卡冶分为
两种袁一种是物联网行业卡袁通常被用
于恶意注册账号尧 发送非法短信等曰一
种是附加了公民个人信息的回收个人
手机卡袁被用于盗取微信号之后袁再进
行诈骗遥

其中袁涉案的山东某达公司是一家
2019 年 3 月在新三板挂牌的上市企业袁
其总经理苏某还是当地区人大代表遥 层
层光环下袁该公司实则从事着租售电话
野黑卡冶获利的行为遥

据苏某供述袁虚拟运营商对虚拟代
理商有营业收入等方面的考核袁压力之
下袁为冲营业额袁对下游是否落实了实
名制尧行业卡是否违规开通相关功能等
问题只能野睁只眼闭只眼冶遥

专案组认为袁这表明我国网络信息
安全尧手机卡和物联网卡管理仍存重大
薄弱环节遥 虚拟运营商对购买物联网卡
企业的真实性以及购卡最终用途审核
把关未按相关规定严格落实袁造成使用
者与购买者不匹配袁大量物联网卡流向
个人尧网络黑市袁引发网络乱象遥

在野3窑15冶案中袁山东某达公司购买
的电话黑卡大多数来自北京某特公司袁
还有部分来自若干知名虚拟运营商遥 北
京某特公司违规开通物联网行业卡的
点对点短信功能后袁向下游出售袁且这
种行为并非初犯遥 相关人士认为袁此前
北京某特公司曾被约谈并被要求整改袁
但现在看来袁这些举措并没有真正起到
作用遥

办案民警介绍袁 正是这种管理上的
疏忽放纵袁导致许多人看中了物联网行业
卡注册虚拟身份无人监管的漏洞袁并将其
当作利益增长点袁成立了大量野机房冶遥

浙江院
半年办理阻碍律师依法行使
执业权利案件 59 件

野最近执业各项工作开展顺利袁 以后碰到类似问
题会及时和你们沟通遥冶3 月 17 日袁浙江省临海市检察
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包文彬电话回访时袁鲁律师为该
院办理的一起阻碍律师依法行使执业权利案的监督
效果点赞遥

鲁律师是一起寻衅滋事案件的辩护人遥 2019 年
11 月 25 日袁鲁律师将委托书尧律师函尧执业证等相关
证明材料送达当地侦查机关遥 21 天后袁该案被移送审
查起诉袁但鲁律师并不知情遥 12 月 25 日袁鲁律师向临
海市检察院反映了此情况遥

经调查核实袁该院发现反映情况属实袁于是针对
类似情形向相关部门发出书面通知袁要求就相关未告
知辩护律师案件移送情况的行为予以纠正遥 今年 2 月
1 日袁临海市检察院收到对方单位回函袁表示已加强教
育培训袁要求各单位在移送审查起诉时务必书面告知
辩护律师案件移送情况袁规范办案习惯袁相关案件移
送情况已电话或当面告知遥

这是浙江省检察机关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
其中一例遥 据介绍袁去年 7 月至今年 1 月袁浙江省检察
院在全省开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专项监督袁着力解决
律师执业中的野会见难尧阅卷难尧调查取证难冶等问题遥
专项监督期间袁该省检察机关共办理阻碍律师依法行
使执业权利案件 59 件袁已依法监督纠正 57 件袁协调
处理 1 件袁查后被否 1 件遥 范跃红

手机“黑卡”禁而不绝 电信诈骗源头祸首难打
阴李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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