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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溯

  《中国网络犯罪综合报告》试图全面客观地描述最近

二十多年来我国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真实展现我国打击

网络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框架。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发

展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为新

型网络犯罪提供了全新的手段。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世界

各国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就是网络犯罪的日益增加。与世

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网络犯罪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

征。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网络犯罪，我国不断加强和完善

立法与司法，逐步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全面回顾和评

价最近二十多年以来我国打击网络犯罪的立法与司法方

面的经验，对于完善立法与司法，从而更为有效地打击网

络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章是“网络犯罪的发展态势”。近年来，全国各级

法院一审审结的网络犯罪案件的案件量，以及其在全部刑

事案件总量中的占比均呈逐年上升趋势。相对于传统犯

罪，网络犯罪有其独特特征，包括犯罪手段专业化、犯罪主

体团伙化、犯罪之间链条化、犯罪对象涉众化、犯罪范围跨

国（境）化。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结合日益紧密，几

乎所有的犯罪都可以在网络空间内或者利用网络来实施。

根据个罪与网络关系的紧密程度，可以将网络犯罪分为两

种重要类型，即专门的网络犯罪和被网络化的传统犯罪。

本章以这两类犯罪涉及的主要罪名为线索，结合中国裁判

文书网的案例数据，描绘了近年来各典型网络犯罪的发展

态势以及行为模式。此外，本章阐释了网络犯罪的地域、人

员和手段特征。

  第二章是“网络犯罪的立法框架”。从目前来看，我国

规制网络犯罪的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种类繁多、

数量庞杂。本章从历史的、宏观的、分类的和发展的四个面

向梳理网络犯罪的相关立法，全面呈现网络犯罪的立法框

架。从历史的面向出发，介绍了网络犯罪历经互联网发展

三个时代的立法沿革，以及相关罪名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模

式的选择。从宏观的面向出发，总结了网络犯罪的刑事立

法应始终坚持的两个原则：谦抑性和预防性。从分类的面

向出发，一方面，详细阐述了网络犯罪的现行规范（包括刑

法条文、修正案内容、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另一方面，由

于网络犯罪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分

别出台了两批指导性案例作为现行规范的实践补充，具有

重要的指引作用。从发展的面向出发，从上述内容中提炼

出五大网络犯罪的立法模式，分别为“有形向无形：财物到

财产性利益”“系统向空间：计算机到网络秩序”“个体向国

家：个人到超个人法益”“单独向共同：共犯行为的责任扩

张”“现在向未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新型网络犯罪的

立法应对”。

  第三章是“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我国刑法中的网络

犯罪罪名体系经历了不断拓展的三个发展阶段，体现出回

应性扩张、预防性前置、概括开放性的特点。虽然我国网络

犯罪立法积极回应实践难题，整体上契合网络刑事治理的

发展，但仍然存在诸多值得反思之处。首先，网络犯罪体现

出复杂而多元的法益属性，兼具公共性、秩序性与个体性

的多重特征，将其置于刑法第六章第一节之下并不恰当。

其次，现有网络犯罪罪名体系存在刑法保护范围不周延、

罪名之间相互交叉重合的现象。最后，近年来的网络犯罪

立法并没有对明确性原则给予充分重视，引发了正当性危

机和司法适用争议。面对上述问题，在法教义学的努力之

外，应当在宏观层面重构网络犯罪罪名篇章结构，严密刑

事保护法网，在微观层面理顺罪名关系，细化罪状表述。

  第四章是“网络犯罪的刑事侦查”。由于网络犯罪相比

传统犯罪利用了新型技术，对于网络犯罪的侦查措施也必

须进行一定的革新，其中，大数据侦查将成为网络犯罪侦

查所依赖的主要侦查技术。本章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对

网络犯罪侦查的研究综述。首先，明确网络犯罪侦查所应

遵循的原理，即物质交换原理、同一认定原理和犯罪再现

原理，以及这些原理应用于网络犯罪侦查时，区别于传统

犯罪侦查的独特之处。其次，明确网络犯罪的侦查模式应

当包括事前侦查模式和事后侦查模式。最后，明确网络犯

罪侦查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展示网络犯罪侦查中可能出

现的网络隐私侵权问题，同时提出网络犯罪侦查规范化的

尝试。例如，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大数据侦查的地位等，以

期能够实现对网络犯罪侦查相关核心问题较为全面的

概括。

  第五章是“网络犯罪与电子数据”。电子数据对于打击

网络犯罪至关重要。本章对网络犯罪与电子数据的一般问

题、电子数据的法律渊源及其规制路径进行了介绍。网络犯

罪与电子数据的一般问题包括电子数据的界定、电子数据

与网络犯罪的关系、电子数据与公民权利保障的协调。电子

数据，是指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

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网络犯罪必然会产

生电子数据，但有电子数据并不意味着发生了网络犯罪，非

网络犯罪也可能在计算机或网络中留下与犯罪相关的电子

数据。电子数据的取证难免侵犯到公民个人权利，因此有必

要把目光投向如何在坚持有限制取证的同时保证证据的完

整性。在法律渊源上，电子数据的法定地位经历了从非法定

证据向法定证据的转换，其规制体系也在逐步完善。

《中国网络犯罪综合报告》编写记

  《不一样的民法典漫画儿：典哥说典话家常》律豆博士著，律豆博士是由北

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的三位教师组成的普法创作团队。法律出版社出版。

  生动、有趣、简洁、易懂，这是律豆博士创作的初衷和追求。人生漫漫而不

易，如何应对纷繁复杂的法律风险，民法典给出了答案。可是，民法典很难懂。

所以，律豆博士尝试用手绘漫画的形式，借助典哥和刑姐说法，帮助大家更好

地理解民法典。

  内容简介：

  本书按照民法典各编章结构，以律豆博士手绘漫画的形式，剖析典型案

例，讲解民法典重点规则、条文。书中将“民法典”拟人化为一个精通法律的天

才———“典哥”，以精炼的“金句”解读法律精义，提出具体建议。各案例以章回

体标题概括要旨，黑白漫画展现案件矛盾冲突，通过“典哥说法”提供法律解

读。漫画引人入胜，从笑声中引发思考，使读者领会法律的规则与精神。

□ 马行西

哨下小白杨，

今已栋梁，

遒枝如钺挂残阳。

银裹江山兵旅健，

万里安详。

战事尚非长，

耳畔刀枪，

交河岸上打豺狼。

铁列克提遗恨在，

固我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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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小白杨哨所位于中

哈边境之塔城地区裕民县，因

歌曲“小白杨”而闻名。交河，此处

指塔斯提河与库什干河交汇之处，

1969年6月10日，我军在此击退苏军入侵。

铁列克提，地名，1969年8月13日，苏军在这

里袭击我国边防战士，致28人牺牲，史称

铁列克提事件。这两个地方都在小白杨哨

所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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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现一段“海派律师”鲜为人知的历史

探班爱国情景剧《七君子》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 本报见习记者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张译文

  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

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

和沙千里七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投入监狱，这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如今，一场名为《七

君子》的爱国情景剧即将搬上舞台，献礼建党百年

华诞。

  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探班排演现场，还原上海律

师营救“七君子”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台前幕后

  “立即向日本宣战！没收卖国贼的财产，救济受

灾人民！”

  “全国武装起来，保卫华北！为祖国自由

而奋斗！”

  ……

  舞台上，游行队伍的呐喊声

振聋发聩，193 6年动荡的上

海，面对日本侵略者肆意

践踏的铁蹄，国民党

当 局 迟 迟 不 肯 对

日 宣 战 ，学 生

游行 ，工人

罢工，社会各界表示强烈抗议……情景剧缓缓拉开

序幕。

  舞台上，游行抗议的组织者沈钧儒、邹韬奋、李公

朴、章乃器、史良、王造时和沙千里等人陆续出场，演员

们将他们的爱国热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他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

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不幸被捕

入狱……

  舞台上一群律师自发站出来，以每3名律师为一人

辩护的豪华阵容，在法庭上和“七君子”一起驳斥当局的

险恶用心，为抗日爱国辩护，终使所谓的公诉者们自惭

形秽，哑口无言。

  整部情景剧时长不过20分钟，主要由四幕剧情构

成，分别为“游行示威、不幸被捕、法庭辩护、释放回归”，

以爷孙重游上海律师公会陈列馆为引题，通过歌舞形

式，重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

  《七君子》主创人员告诉《法治日报》记者，上海律师

公会最早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人数最多、影

响最大的律师同业组织，“七君子”中有四位便是其中的

成员，他们被捕后，同是律师公会成员的21位旧上海最

为知名的律师自愿组团为“七君子”辩护……从目前公

开的资料来看，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据悉，该剧由上海市司法局、上海市法宣办指导，黄

浦区司法局、黄浦区法宣办组织编排。

  “‘七君子’事件是黄浦江畔法治百年变迁中一段不

可遗忘的历史，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通过爱国情景

剧的方式生动再现这一事件，并着重挖掘当时上海律师

利用法律武器与国民党当局有力抗争的历史，进一步激

励新时代律师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勇气和使命。”

上海市黄浦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建忠说。

戏里戏外

  《法治日报》记者跟随主创团队来到上海市复兴中

路与黄陂南路的交叉口，一栋颇有历史底蕴的民国建

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当年上海律师公会的办公楼旧

址。如今这里已成为中国工商银行的银行博物馆，

在顶楼留出100平方米左右设立了上海律师公

会旧址陈列馆。

  诚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立民所

说：“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始于上

海，而上海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始

于租界。”20世纪初，随着中国

法制萌芽，上海律师公会

率先在租界应运而生，

这座大楼便是当时

营建的，巧合的

是 ，中 共 一

大纪念馆也在同一条路上。

  随着大楼的落成，上海律师公会也迎来全盛时期。

民国年间出版的《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显示：上海律

师公会会员人数在1929年至1932年间成倍增加，到1936

年抗战爆发前，已有1340名会员，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地

方性律师组织。

  “七君子”中的沈钧儒、沙千里是律师公会执委会委

员，史良、王造时是公会成员。他们入狱期间，公会内部从

来没有人建议，从未有人填补他们的职位。1937年8月初，

“七君子”获释，律师公会执委会通过决议，为四位会员举

行晚宴以致慰问。

  时光流转近百年，现在走进律师公会陈列馆，当年

处理案件的材料、凭证、史料图片等依次陈列，真实还原

旧上海律师公会与法律工作的全貌。

  “通过法治情景剧演绎可以更好地回望和瞻仰那

些曾经为中国法制启蒙作出贡献并留下优良传统的海

派律师们，并启发后辈要汲取历史经验，传承优良传

统，再创新时代海派律师敢为人先、敢于突破的宏伟气

魄与使命担当。”上海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

张婷婷说。

承前启后

  目前，《七君子》正在做最后的排练和冲刺，并将在

“七一”建党节前后首演。

  在情景剧最后的字幕中，《法治日报》记者看到了

这样一段文字：沈钧儒———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

法院首任院长；史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首任

部长……

  不可否认，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他

们为代表的一大批海派律师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贡献

了磅礴之力。

  据了解，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上海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祥地，

一大批红色精品法治文化品牌被挖掘，并陆续呈现在大

众面前。

  华东政法大学以老校长雷经天为原型，编排了大

型原创话剧《雷经天》，再现抗战时期震惊全国的“黄克

功案”。

  武警上海总队“南京路上学八连模范中队”制作100

期《兵哥说党史》，被称为“网红党课”备受追捧，点击量

突破3亿次。

  上海愚园路上，江苏路派出所挑选优秀民警担任红

色文化讲解员，通过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交流，感悟革命

精神，铸牢忠诚警魂。

  ……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红色历史是中国共产党最宝

贵的精神财富，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重大时刻，在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我们通过深入挖

掘党史中的法治故事，进一步坚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的决心和信仰，激励我们以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奋斗

姿态，投身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中，不断满足人

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上海市司法局

副局长罗培新说。

□ 朱亚运 侯绍辉

 

  为了更好地迎接党的生日，中国检察出版社联

合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共同拍摄制作了

检察形象宣传片《大道至检》，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大道至检（简），一字之变，高度凝练为检察机关在践

行“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实际中，新时代检察人坚持

“人民至上”激发出的干实事的“大道”向这个集体奔

涌而至，多年来引领淮安检察人不断取得更优异的

成绩。

  该片以新入职的检察人员在成长过程中的思考

为视角，借助真实案例生动展现淮安区人民检察院

在基层党建、扫黑除恶、护航民营企业发展、公益诉

讼检察、未成年人检察等检察中心工作中，逐渐显现

出传承、执着、担当、创新、温暖、超越等精神实质，重

点渲染检察履职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品质检察·品位

生活”特色理念为这座城市带来的检察气息和法治

气息，让观众深切感受到检察机关为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建设贡献检察力量的厚重和温暖。

  《大道至检》邀请到了著名演员刘立伟、吕炫乐

等人公益出演，依据周恩来家乡的元素取景，淮安区

人民检察院全体检察人员共同参与摄制完成，拍摄

过程中剧组追求每一个细节的完美呈现，以求极致

的态度为作品不断赋能。

  “作品再现两代检察人与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

划时空的对话，挖掘检察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的创新

业务实践，提炼新时代检察官身上的精气神，正是这

股独有的精气神助力淮安区人民检察院连续13年成

为全市先进基层检察院，连续两届被评为全国先进

基层检察院。”作品总制片人侯绍辉说。

  图为《大道至检》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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