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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蕊 王阳） 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今年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数据融合优势，统筹工作资源，深化预警打击，推
动专项行动，有力地维护了群众合法利益，守好群众的“钱袋子”。

今年1至 8月，全市共发电信网络诈骗案1254起，同比下降
30%，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49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75人，同比上
升536%。收缴银行卡859张、电话卡612张、作案手机154部，打掉
开办卡团伙27个。止付涉案账户10691个，劝阻止损金额3.47亿
元，冻结涉案账户1011个，拦截被骗资金9000万元。

榆林公安1—8月

防骗反诈
“救”回3.47亿元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宏 姬强
强） 打击电信网络违法犯罪集
中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公安高新
分局抽调精干警力分赴辽宁、广
东、山西等地，半月内抓获涉“两
卡”犯罪嫌疑人19名。

8月18日，该局办案民警发
现祁某某、祁某和高某某有帮助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的嫌疑。经
查，以高某某为首的3人犯罪团伙
将自己的银行卡和微信账号出售
给他人，帮助电信诈骗分子流转违
法所得资金，获利7000余元，致使
受害人损失达40余万元。

8月26日，该局民警紧盯重
点线索，深入研判，辗转千里奔
赴辽宁鞍山成功抓获2名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经查，犯
罪嫌疑人王某某和犯罪嫌疑人
杨某某向他人贩卖个人银行卡
和手机卡，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分子提供支付结算，致使受害人

损失达数百万元。
8月31日，办案民警通过多

方排查，奔赴西安抓获2名涉嫌
“帮信”犯罪嫌疑人。经查，犯罪
嫌疑人陈某和犯罪嫌疑人陈某
某贪图小利，在明知租借银行卡
和微信号是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为电诈犯罪团伙实施网络赌博
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工具，获利
1400余元。

9月1日，在神木抓获犯罪
嫌疑人丁某和谭某某，二人以
1000元的价格将自己的银行卡
出售给他人，为电诈犯罪团伙实
施网络诈骗犯罪行为提供支付
结算工具，造成受害人损失10
余万元。

目前，19名犯罪嫌疑人均
被公安高新分局以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依法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单景春）
近日，靖边县公安局破获1起
电信诈骗案，抓获1名犯罪嫌
疑人，成功斩断一条“两卡”犯
罪链条。

8月 6日，刘某报案称，其
被犯罪分子冒充领导诈骗 20
万元。接警后，刑侦大队迅速
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研判分
析，经办案民警调查取证，发现
河北秦皇岛籍段某有重大作案
嫌疑。专案民警随即赶赴河北
秦皇岛，9月5日在河北省秦皇
岛市海港区海港镇将犯罪嫌疑
人段某抓获。

经查，今年3月以来，犯罪

嫌疑人段某因非法出售本人名
下多张银行卡被秦皇岛市公安
机关训诫，事后仍执迷不悟。8
月1日，段某经受不住售卖银行
卡的高额利益诱惑，明知所提供
银行卡用于非法转账洗钱，又将
银行卡、U盾、手机卡卖给广东
汕头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后段
某所出售银行卡被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用于转账洗钱，涉案金额
130余万元，其中包含靖边县受
害人刘某被骗的15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段某因涉
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的
彻查深挖中。

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
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对人
脸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予以严格
保护，规定个人对其个人信息的处
理享有知情权、决定权……不久
前，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这部和人们数
字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回应了一
系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信息
产业的未来标注了方向。

随着信息化与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融合，网络成为生产生活的
新空间、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各类
个人信息的收集与使用更为广
泛、频繁。如何更好保护个人信
息，成为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
比如，一些企业、机构乃至个人，
从商业利益等目的出发，利用网

络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
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进一步
治理这类问题，需要增强法律规
范的针对性、权威性和系统性，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

织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之
网，才能切实将人民群众网络空间
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发展
好。从网络安全法的施行，到民法
典的编纂出台，再到数据安全法的
出台，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
进程中，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
度逐步建立并不断发展完善。此
次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聚焦个
人信息保护领域的突出问题和人
民群众的重大关切，在相关法律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个人信
息保护应遵循的原则和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明确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中的权利义务边界，健全个人信息
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将让人民群众
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实践是法律的基础，法律要
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当前，有
的企业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
的个人特征和消费习惯进行分析
评估，进而对消费者在交易价格
等方面实行差别对待，甚至误导、
欺诈消费者。对此，个人信息保
护法明确规定，不得对个人在交
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
的差别待遇。另外，针对现实生
活中人们反映强烈的“一揽子授
权”“强制同意”等问题，个人信息
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
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

品或者服务。这些具有针对性的
规定，充分体现了立法在规范市
场秩序、鼓励互联网平台良性竞
争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
则国弱。”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互联网平台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关
键环节，应当承担更多的法律义
务。在法律实施中，应对平台活
动进行严格监管，严肃对待违法
处理个人信息的服务提供者；有
关部门应根据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实际，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相
应的个人信息保护和监管、统筹
协调等责任。在法律的轨道上，
各相关部门和企业应携手构建符
合现代化治理方式的互联网平台
监管体系，进一步提高网络综合
治理能力。（据《人民日报》）

安全课 进校园
近期，延安铁路公安处绥

德站派出所组织民警走进沿线
校园，为学生送去新学期的“安
全课”。

民警通过讲解资料向学生
们宣传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在铁
路线路摆放物品的危险性，以及
做出这些行为之后将要承担的
法律责任。此外，民警还通过展
板、学校广播、发放《致沿线中小
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的形式加强
宣传效果。

图为宣讲现场。
通讯员 杜晨 摄

本报讯（记者 马蕊） 记者从
米脂县人民检察院获悉，今年以
来，该院全面贯彻落实“少捕慎诉”
司法理念，在办案实践中不断探索
创新，形成了“1+5+N”办案模式。

米脂县人民检察院“1+5+
N”办案模式，即制定一个指导性
意见、突出五类犯罪和其他情节
轻微的刑事犯罪。在办案中，米
脂县人民检察院重点针对邻里纠
纷、青少年犯罪、盗窃、危险驾驶、
涉民营企业犯罪等五种情形犯
罪，分类细化“少捕慎诉”办案指
引，对无社会危险性和情节轻微
的案件，坚持“不捕为常态、批捕
为例外”“能不诉的坚决不诉”原
则，切实降低审前羁押率和轻刑
起诉率。对于拟作出不批捕、不
起诉决定的案件，米脂县人民检
察院设置4个前提条件，即应当
同时具备认罪认罚、赔偿损失、赔
礼道歉、取得被害人谅解4个条
件。对犯罪嫌疑人不认罪认罚

的、未达成刑事和解的，原则上不
得作出不起诉决定。同时，为加
强对不批捕、不起诉案件的风险
管控，确保案件依法稳妥办理，米
脂县人民检察院设置联席会集体
把关、听证会群众监督、评查会案
后跟踪3个环节监督办案、把控质
量。今年上半年共召开检察官联
席会议20余件次、公开听证案件
7件次、不公开听证案件1件次。

在落实“少捕慎诉”司法理念
过程中，米脂县人民检察院严守

“除外规定”，即对于犯罪嫌疑人
有故意犯罪前科的，属于危害国
家安全犯罪的，犯罪对象是未成
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的，上级司法机关部署要求严厉
打击整治的，被害人对不起诉有
强烈异议的，原则上不作出相对
不起诉决定，从而确保“少捕慎
诉”理念得到正确实施，法律强制
性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弱势群体
利益得到有力维护。

米脂县人民检察院

创新“1+5+N”模式
践行“少捕慎诉”理念

本报讯（通讯员 高源） 近
日，神木店塔派出所民警接到情
报中心推送的信息称辖区某宾馆
有在逃人员入住。带班领导第一
时间安排精干警力赶赴现场，抓
捕组成员在前台进行信息确认后
以服务人员打扫客房为由敲开房
门，趁其不备一举将其抓获。

经初步调查，武某某2020年
10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甘肃
省成县公安局列为网上逃犯，目
前，店塔派出所民警正办理相关
手续将武某某依法送至神木市看
守所先行羁押。

本报讯（通讯员 艾沅融）
近日，神木钟楼派出所与指挥中
心密切联合，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当日，该局指挥中心发现城区
内有网逃人员温某某的行动轨
迹。钟楼派出所接到线索后，依托

“一标三实”信息系统平台，组织民
警对嫌疑人可能出现地走访摸排，
通过网上线下协同作战，最终在一
酒店内将温某某抓获。经审查，温
某某于2021年6月伙同张某某等
人在府谷下太沟村明盘盗采煤炭
资源，同年7月，以涉嫌非法采矿
罪被府谷县公安局上网追逃。

两名网逃人员神木落网

为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法治思想，吃透基本精神、把
握核心要义，形成习近平法治
思想宣传教育热潮，切实把习
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
面依法治国全过程，更好转化
为全面依法治市的生动实践，
中共榆林市委全面依法治市
委员会办公室、榆林市司法局
和榆林传媒中心联合开展征
文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法治榆林 我有话说
二、主办单位
中共榆林市委全面依法

治市委员会办公室、榆林市司
法局、榆林传媒中心

三、承办单位
榆林新新传媒有限责任

公司
四、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2021年9月30日。
五、活动内容
1.活动项目
本次征文分为青少年组

和成人组。
青少年组强调“学法从娃

娃抓起”的普法理念，要求小
作者以“学法、懂法、守法、护
法”为主要内容，通过在学习
生活和社会实践中的所见所
闻、所历所获、所感所悟，以自
己的视角、自己的语言、自己
的体验、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法
治榆林建设的理解。

成人组要求作者围绕学
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展现
法治榆林建设成就，交流科学
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
民守法的成果、感悟、经验和
做法，探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
榆林的心得和体会，抒发对法
治榆林建设的感想和感受。

2.报送要求
每人提交作品限 2篇以

内，字数500—1500字。参赛
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内容健
康、构思新颖，均为本人原创，
体裁、题材、风格不限，均为本
人近3年内作品，严禁抄袭或
套用他人作品，一经发现取消
参赛资格。

六、评奖推广
1.10月上旬，成立评审组，

对参赛作品进行集中分组、分类
评选；

2.10月中下旬，获奖作品
在榆林传媒中心全媒体平台
（《榆林日报》、榆林网、榆林发
布App等新媒体）发布。

七、奖项与奖励
按照活动组划，成人组一

等奖500元（5名）、二等奖300
元（8 名）、三等奖 200 元（10
名）、优秀奖100元或同等价值
奖品（15名）。

青少年组一等奖 300 元
（20 名）、二等奖 200 元（30
名）、三等奖100元（40名）、优
秀奖 50 元或同等价值奖品
（60名）。

八、活动要求
1.参赛作品只须提交电子

版，投稿时标题注明“法治榆
林 我有话说”字样。落款注明
姓名、学校、年级、指导老师、联
系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2.参赛作品电子版统一发
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3.所有参赛作品一律不退
稿，一经投稿，版权归主办方
所有，主办方有权对参赛作品
公开发表、播出推送、展览展
示等。

联系人：黄燕 卢雨
联系电话：

（0912）3287000
地址：榆林高新区新闻大

厦西楼全媒体总编室1508
邮箱：ylszwsfhhds@126.

com

市委依法治市办 市司法局

“法治榆林 我有话说”
有奖征文大赛征稿启事织密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治之网

张天培

公安高新分局

半月抓获19名
涉“两卡”犯罪嫌疑人

一男子出售银行卡
涉案130余万元被刑拘

（榆林市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