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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三大看点

据新华社电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立

案数连续 12 个月同比下降， 破案率同

比上升。 当前，在高压震慑态势下，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持续上升势头得到有效

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案件多发，

且呈现组织化、链条化、技术手段多变、

跨境实施等特征。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21 日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二次审议。 作为一部“小切口”的专门

立法，草案二审稿在进一步总结反诈工

作经验基础上，着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

度构建，强化压实各方面的主体责任和

社会责任， 加大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

罚，在“难点”“痛点”问题上精准出招。

增加责任主体，强化反诈宣传、

预警劝阻

电信网络诈骗是可以预防的，多破

案不如少发案。 要把电信网络诈骗防

住，关键在各方面共同发力。

此次提请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草案二审稿，增加金融机构、电信企

业、互联网企业和新闻媒体单位反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的相关义务；扩大预警劝

阻的责任主体， 增加其他部门和金融、

电信、 互联网企业的预警劝阻措施，进

一步释放出反诈工作齐抓共管、协同共

治的明确信号。

“您好， 您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在办事大厅，在车站广场……如

今， 人们感受到反诈宣传形式多样、无

处不在，宣传主体也从公安机关拓展到

各相关行业领域，全民反诈、全社会反

诈的浓厚氛围正在形成。

预警劝阻， 是反诈防诈的重要经

验。 公安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反

诈中心 App 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 3350

余万条， 向群众预警 2.4 亿次；29 个省

区市的公安机关开通 96110 预警劝阻

专线……

预警劝阻要跑在犯罪分子前面，关

键在于分秒必争、以快制快。 工信部网

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介绍：“工信部

联合公安部推出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

系统，升级了‘老年人亲情号码预警’和

‘闪信霸屏预警’功能，大幅提升预警劝

阻效果。 去年 7 月上线以来，累计发送

预警短信和闪信 7380 万条， 预警劝阻

有效率达 60%。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

授李小恺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宣传防范和预警

劝阻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增加相

关部门宣传义务和预警劝阻责任，有利

于营造反诈宣传浓厚氛围， 共筑人民

“防线”；有利于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开展

预警劝阻，共砌“防火墙”。

拓展“资金链”治理，提升被骗

资金拦截效率

作为侵财类犯罪， 电诈违法犯罪分

子瞄准的是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与传

统诈骗“面对面”方式不同，诈骗团伙借

助“互联网+金融”非接触式实施犯罪，诱

导被害人使用网络转账， 将被骗资金转

入由若干“人头”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收

款二维码等构成的非法资金流渠道，进

行被骗资金的在线转移和“清洗”。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电诈

违法犯罪分子利用三方、四方支付、“跑

分”平台、数字货币、贸易对冲等多种方

式，不断改变转账洗钱手法，转账速度

快、隐蔽性强，给公安机关追缴赃款工

作带来困难，也对全环节“资金链”治理

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

稿将涉诈监测治理对象由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拓展到数字人民币钱包、收款

条码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

授谢玲认为，将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收

款条码纳入涉诈资金监测，有利于防止

多元化的金融账户构成电诈犯罪洗钱

通道， 及时发现被骗资金的转账轨迹，

并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予以拦截，为被

害人追赃挽损。

凭借电子支付和资金流转跨行、跨

地区、跨境的交易特征，电诈违法犯罪分

子盘踞境外，为了达到“取财”目的，使用

“人头”银行账户、“跑分”人员提供的收

款卡码，对被骗资金进行多次转移。

对此，草案二审稿为保障监测识别

异常账户、可疑交易的有效性，明确金

融机构可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设备

位置信息。

“金融机构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

交易设备位置信息，可以有效识别从境

外发起的可疑交易， 评估账户涉诈风

险， 为公安机关实施涉案资金止付、查

询、 冻结争取时间， 提升资金拦截时

效。 ”谢玲说。

加大涉诈惩戒， 对涉诈人员可

采取限制出境等措施

当前，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跨国、

跨境组织性、规模性特征日趋明显。 集

团头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打着高薪

招聘的幌子，诱骗招募涉世未深的年轻

人赴境外从事诈骗活动。

根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安

部一年来先后向重点国家和地区派出

多个工作组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

遣返 610 余名犯罪嫌疑人； 组织开展

“断流” 专案行动， 打掉非法出境团伙

1.2 万个， 抓获偷渡犯罪嫌疑人 5.1 万

名。

目前，赴境外针对国内实施诈骗的

犯罪嫌疑人大幅减少。 但在一些国家和

地区，仍有不少犯罪团伙向我公民实施

诈骗活动。 办案民警认为，当前种种迹

象表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开始向

打击难度更大的境外地区转移并扩散。

根据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

的实践需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

审稿规定，对特定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

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从事电信网络诈

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移民管理

机构可以决定对其采取有关限制出境

措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认为，对

有关涉诈人员增设限制出境措施，能够

降低电诈案件调查和执法难度，加强对

电诈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与震慑力度，

防止境外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外之

地”。

此外，草案二审稿加大对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惩处力度，增加了对电诈违法

犯罪分子可以采取限制其有关卡、账

户、 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务、暂

停新业务、限制入网等措施。

“电诈违法犯罪分子使用的电话

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号是其实施诈

骗活动的信息通联工具和资金归集工

具。 对因从事电诈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

人员作出一定限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

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互联网账

号的基础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 ”郭雳说。

为什么近期南方持续强降雨、北方高温不退？

据新华社电

近期，强降雨“盘踞”南

方，高温则持续“烧烤”北方，在这个时

间段出现“南涝北旱”是否正常？ 原因为

何？

专家表示，5月以来，我国主雨带主

要影响华南、江南一带，接连出现多轮

强降雨过程；而在我国北方，4月初开始

水汽条件较差， 气象干旱持续发展，加

之6月中旬高压脊开始发展， 导致增温

明显，共同造成近期“南涝北旱”情况较

为突出。

6月15日以来，河南、河北、山东、陕

西关中及苏皖北部多地出现35摄氏度至

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多地35摄氏度以

上高温日数超过6天。监测数据显示，842

个气象站超过35摄氏度， 其中，520个气

象站超过37摄氏度，104个气象站超过40

摄氏度，多地突破历史同期极值。 当前，

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持续， 中央气象

台22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国家气候中心汛期值班首席袁媛

表示，与往年相比，今年区域性高温天

气发生的时间其实相对偏晚。 因为前期

冷空气比较活跃，5月至6月前期这段时

间，北方相对凉爽。

她分析，造成持续高温天气的原因

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北方水汽条件较

差，大气较为干燥，相对湿度较低；二是

受高压脊控制， 高空盛行西北下沉气

流，太阳辐射强，所以高温天气开始发

展并加强。

“未来一段时间北方高温将逐渐趋

于减弱。 而副热带高压北抬后，将主要

控制江南、 华南中东部这一带区域，南

方高温将再次发展，可能会出现持续时

间比较长的高温天气。 ”袁媛说。

与北方“炙烤” 相反，5月以来，华

南、 江南等地连续出现多轮强降雨过

程，过程间隔短，累计雨量大，多地雨量

破历史同期极值。

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华南前汛

期自3月24日开始以来， 降水表现为前

期偏少、后期偏多特征。 5月10日至6月

20日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63%， 为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入汛以来，区域

平均暴雨日数3.9天， 为1961年以来最

多。 截至20日，闽粤桂琼四省区有16个

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月极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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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当地建站以来

最大日雨量纪录。

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周

兵表示， 南方之所以出现持续强降雨，

一方面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系

统不稳定性加强，导致降水时对流活动

增强、降水效率增高、雨量增大；另一方

面，目前正在持续的拉尼娜事件为今年

南海夏季风爆发偏早、我国雨季进程偏

早提供了重要的气候背景，季风环流引

导的西南水汽输送偏强，同时副热带高

压位置相对稳定，利于来自西北太平洋

的水汽持续输送影响我国华南、江南一

带；此外，水汽条件充沛的同时，欧亚中

高纬度大气环流经向度增大，影响我国

东部地区的冷空气活动频繁， 尤其6月

以来东北冷涡更加活跃并向南发展加

强，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江南南部

至华南地区，共同导致华南前汛期降水

异常偏多。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主雨带

将呈阶梯状北抬趋势，华南持续强降雨

趋于结束。 专家提醒，未来随着台风活

跃， 南方地区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需

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

滑坡、泥石流及城乡积涝等灾害。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一期气候预测

公报显示，预计7月，东北中部和南部、

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华东北部、

华南西南部、 西南地区南部和东北部、

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西南部、西藏西

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除西南地

区南部、华南西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

期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气温接近常年

同期到偏高；预计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

海域可能有2至4个热带气旋生成，接近

常年同期

（

3.8

个）

到偏少，其中1至2个热

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据新华社电

在前两年连续扩大招

录高校毕业生规模的基础上，2022年中央

机关及其直属机构与地方各级机关公务

员招录进一步吸纳高校毕业生，共计划招

录11.6万名应届生，比去年增加0.9万名。

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中央招

录机关结合岗位特点和考生实际，灵活

采取适当形式，扎实推进面试、体检、考

察工作， 目前已有超过60%的单位完成

面试。 各地综合考虑考生分布和考务管

理情况，严格落实防疫要求，采取增设

笔试考点、就近就便安排考场等，为广

大考生提供便利， 目前已有8个省份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完成笔试。

今年3月， 全国公务员工作推进会在

京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有

关部署要求，结合实际扩大招录高校毕业

生规模，加强宣传引导，优化方式流程，加

快工作进度，吸引优秀毕业生报考。

2022年中央机关和各地公务员招录进一步吸纳高校毕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