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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光污染”
我国首部地方法规开始实施

8月 1日起，新修改的《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条例新增
了防治“光污染”的内容，成为我国首部纳入光污染治理的地方性环境
保护法规。

近年来，城市光污染问题逐渐显现。玻璃幕墙、户外广告招牌、电
子屏、景观照明、监控照明等城市光源的过度照射，给居民生活带来负
面影响，给交通安全埋下巨大隐患。

此次条例修正案明确道路照明、景观照明以及户外广告、户外招牌
等设置的照明光源不符合照明限值等要求的，设置者应当及时调整，防
止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和车辆、船舶安全行驶；同时，在监控设施
建设过程中，应当推广应用微光、无光技术，防止监控补光造成眩光干
扰。 新华

2021年全国法院网络诈骗类
案件近年来首次下降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8月 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7年至
2021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网络诈骗类案件共计10.3万件，其
中2021年案件量同比下降17.55%，为近年来首次下降。

这份《涉信息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2017.1—2021.12）司法大数据
专题报告》显示，2017 年至 2021 年全国网络诈骗案件共涉及被告人
22.34万名。6.32%的网络诈骗案件是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有针对性
地实施诈骗犯罪。

报告显示，被告人在实施网络诈骗案件时，多以办理贷款、冒充他
人身份、发布虚假招聘、征婚交友信息、诱导参与赌博、捏造网购问题、
投放虚假广告等方式或话术来欺骗受害人。其中办理贷款的案件占比
最高，约占 16.71%。从被告人冒充他人身份类型来看，冒充女性占
22.2%，冒充熟人占 15.53%，冒充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
9.19%，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占7.18%。

报告同时显示，2017年至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审结的涉信息
网络犯罪案件共计28.2万余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案件共涉及282
个罪名，案件量占比最高为诈骗罪36.53%，其次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罪23.76%。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至2021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新收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共计7.2万件，其中2020年同比增长34倍，2021年
同比再增超 17倍。该类案件涉及被告人共计 14.37万人，其中“80后”

“90后”占比近九成。 罗沙

云南公布 7起重大劳动
保障违法案件

云南省人社厅 30日公布 7起重大劳动保障违法案件，涉及 4个用
人单位、3个自然人，均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移送公安机关侦
办。

此次公布的案件中，郴州韵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拖欠29名劳动者
劳动报酬44.99万元，被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未改正，被行政处罚，涉嫌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四川天翼神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拖欠 24 名劳动者劳动报酬 9.88 万元，被责令限期改正但逾期未改
正，被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涉嫌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这些案件均是今年以来云南省人社部门查处的工资支付类重大劳
动保障违法案件。据介绍，此举旨在加大对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的
打击力度，督促用人单位自觉遵守相关法规，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
益。

“近年来，云南多举措完善农民工欠薪源头治理，依法查处欠薪案
件。”云南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说，该批案件涉及的用人单位信息，将被
录入“信用中国”网站和云南省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记入诚信档案，相关
部门将对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 林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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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能，让案件疑点“开口
说话”

“仅看单个案件没有异常，但审查几十份
裁判文书后就发现，这些案件都存在一些原告
频繁起诉，且原告并非车主本人，事故也未经
保险公司定损等共同特征。”浙江省绍兴市检
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章芳芳说，近年来陆续
有多家保险公司反映当地存在车险诈骗现象，
为此检察机关就着手利用大数据对海量车险
理赔裁判文书展开分析。

大数据赋能让案件疑点“开口说话”。在
绍兴检察机关自建的“民事裁判文书库”中，其
以当地 5年来 60余万份文书作为模型排查范
围，果然筛查出批量异常文书，特别是越城区
宋某等13人名下有200余份文书，其中存在受
损车辆的维修单位与车损评估机构高度集中
等共同特征。“巧合”不止于此，检察机关通过
向人社部门调取社保缴纳信息，并与原告的身
份信息相关联，发现这13名原告竟然多数在同
一个汽修厂。

经过一番要素筛查、关联分析，检察机关
将得到的线索移送有关部门，真相浮出水
面。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该汽修厂会一边

第一时间派人到达现场，以帮助拖车、免费维
修、代为理赔等为由，将车辆拖至厂内，并诱
骗车主转让理赔权；另一边又以隐瞒车辆去
向或者借故拖延等方式阻挠保险公司定损。
之后，这个团伙通过虚增维修项目扩大车损，
对保险公司不认可车损的，则委托利益勾连
的评估机构作评估定价，并以评估报告为依
据，派人以原告身份向法院提起理赔诉讼，获
取非法利益。

绍兴检察机关拓展类案办理，在其他县市
区又排查出4个车险诈骗团伙，共计起诉、判决
11件 46人，作出民事裁判结果监督 49件。同
时，还将各大保险公司提供的出险数据导入，
经与社保信息相互验证，发现一些频繁报案人
也与当地汽修厂相关，将线索一并移送后，又
查明除诉讼骗保之外的其他大量骗保行为，涉
案金额共计1500余万元。

数据云监督，让案件线索“自动
上门”

“传统的‘被动受案、个案办理’监督办案
模式，正在发生由个案向类案、由被动向主

动、由办理向治理转变的深刻变革。”最高检
有关负责人表示，“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
治理”的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对法律监督
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都带来深远
影响。

2021年 11月，最高检确定湖北省检察院、
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浙江省绍兴市检察院、
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为第一批全国检察机关
大数据法律监督研发创新基地。四地检察机
关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个案办理—类
案监督—系统治理”的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路
径探索。

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
能。但行政执法涉及面广、案件数量大、专业
性强，怎么破解其中的发现难、移送难、监督
难？作为第一批研发创新基地中唯一一家省
级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
模型，打造出了政务数据云监督，让监督线索

“自动上门”。
去年 12 月，模型从行政执法部门共享的

103万件行政执法案件中推送了一条线索：余
某亮在长江非法采砂，涉嫌非法采矿罪。检察
机关迅速督促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挖出了以余某松、余某亮为首多次在长江相关
江段“采、运、销”涉砂作案的犯罪团伙。

“模型的数据来源于省检察院数据治理
平台接入的全省 42 个执法领域 3000 多个单
位的执法信息和其他相关信息，能通过多维
度的数据比对、关联、碰撞、筛查，推送监督线
索。”该院检察官介绍，模型应用以来，通过线
索推送，共建议移送案件 4823件，公安机关立
案 3968件。

经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如今越来越多的
检察院通过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围绕服务大
局的热点焦点、执法司法的突出问题、社会治
理的薄弱地带、公共利益的弱项短板，促进法
律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既要唤醒内部“沉睡”数据，也要
打通外部数据壁垒

数字检察能普及到广大基层检察机关吗？
“大数据面前机会均等，谁都可以先行一

步。”在全国检察机关数字检察工作会议上，最
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事实上第一个针对网络
司法拍卖的大数据监督模型恰恰不是出自发

达的一线城市，而是出自位于山区、经济相对
欠发达、政法编制仅40人的浙江省丽水市松阳
县检察院。

近年来，网络司法拍卖因其便捷、高效、
跨地域等特征，成为人民法院以拍卖方式处
置财产的首选，但在实践中却有一些被执行
人，利用规则漏洞“钻空子”。为此，松阳县
检察院就以司法拍卖平台的社会数据资源
为基础，结合发现的问题制定拒执类、程序
性监督规则，实现了以数字化手段对问题的
精准发现。

如今该模型已在浙江全省共享并推广。
截至目前，模型从浙江全省34万份网拍数据中
筛查出程序性监督线索3636条，制发纠正型检
察建议478件，促进法院个案纠正的同时，推动
法院网拍公示规范化。

不过，在各地探索过程中，也面临一些困
难与问题。“比如数据壁垒就是必须破除的堵
点，否则数字检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解决这个问题既
要唤醒检察机关内部“沉睡”的大量数据，还要
打通外部数据壁垒，并充分利用互联网开放数
据。 张璁

记者 7 月 28 日从公安部了解到，为深入推
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公安部近日
组织指挥湖北、四川、河北、湖南、海南、云南、陕
西、江西 8 省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对 2 个针对老
年人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行
动，成功捣毁诈骗窝点 15 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170 余名，初步核破涉及全国数百起案件，涉
案金额逾亿元。

今年4月以来，湖北宜昌公安机关陆续接到多
名老年人报警，称购买了高价保健品，怀疑上当受
骗。公安机关立即组织开展核查调查，发现 2015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潘某相继成立了保健食品公司
和健康管理公司，以免费领取礼品为诱饵，通过发

放传单、电话访问等方式，诱骗老年人参加该公司
举办的保健品推广会，从而实施诈骗。为全链条打
击犯罪，宜昌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开展专案侦
查，初步查明潘某等人所售的保健品来自四川成都
的2个犯罪团伙。

据了解，上述犯罪团伙在成都分别成立了2家
公司，并在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发展大量下线，专
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潘某等人即为其下线。不
法分子以编制话术、派驻讲师等方式对当地“业务
员”进行培训，打着与“科研机构”联合举办活动的
旗号，虚构夸大其销售的阿胶膏、燕窝、虫草粉等保
健品功效，通过伪造专家身份和检验证明对老年人

“洗脑”，诱骗其以超过10倍的高价购买产品，被骗

人数超10万。
鉴于该案案情重大、涉案人员多、涉及地域广，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将其列为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挂牌督办案件，在掌握相关犯罪事实和
证据基础上，组织开展集中收网，成功捣毁诈骗窝
点，冻结涉案资金3450余万元，查封扣押一大批涉
案资产，成都 2家公司实际控制人宋某辉、汪某成
等主要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

公安部刑侦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按
照“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始终将打击锋芒对准侵害
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各类违
法犯罪，切实维护良好社会秩序，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安全感。 熊丰

由11个部门联合开展的“2022清风行动”查办野生动植物
案件近1.2万起，收缴野生动植物13万余只（头、尾、株），有力遏
制了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活动。

据了解，今年2月15日至5月15日，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
部、中央政法委、中央网信办、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在
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了以打击非法猎捕、采集、人工繁育、出
售、收购、运输、寄递、食用、经营利用、进出口野生动植物资源
为重点的“2022清风行动”，全链条、多渠道打击破坏野生动植
物违法犯罪活动。

“2022清风行动”期间，全国共出动执法车辆40万余次，执
法人员120万余人次；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近1.2万起；打掉犯
罪团伙719个，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1.4万余人；收缴野生动
植物13万余只（头、尾、株），野生动植物制品14万余件、近20万

千克，木材约97吨，非法猎具渔具4.6万余个（张、台），没收违法
所得5600余万元，处以罚款和罚金1亿多元。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同志说，此次行动加大了对走私和非
法交易大象、犀牛、老虎、豹、穿山甲等重点物种案件的查处力
度，共查办相关案件270余起。此外，还查处涉兰花、苏铁、金毛
狗蕨等重点野生植物案件近500起，涉候鸟案件700余起，涉石
首鱼及其他水生野生动物案件1000余起，涉长江禁渔案件3600
余起，有力震慑了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行为。

这位负责同志还表示，下一步，国家林草局将依托打击野
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机制，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部门间的工作联动，指导地方政府进一
步健全执法机制，强化基层执法力量，持续深入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 胡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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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组织 8省公安机关开展
打击涉养老诈骗集中收网行动

“2022清风行动”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近1.2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