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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分局白碱滩派出所社区民

警来到街面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针对当下犯罪分子利用手机、电话

等设施电信诈骗犯罪的现象，进一步提高群众防范电信诈骗意识，全面加大防范

电信诈骗宣传力度。图为民警向群众宣传反诈知识。

本报通讯员 唐宛灵 摄  

街头宣讲反诈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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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鹏

  

  青海地处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是“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世界

高海拔地区生物、物种、基因、遗传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是全球生态系统

的调节器和稳定器，在我国乃至世界生态安全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

作用。

  生态报国是青海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和时代担当，更是全省司法机

关的应有之义。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泽军明确要求，必

须尽快拿出青海法院如何依法保护和服务生态环境的具体举措。经反复

修改和多次集体讨论，7月16日，青海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青海省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青海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青海高院了解到，2020年全省法院共审结一

审环境资源案件2060件，同比上升11.93%。三江源生态法庭审理的被告人

贡某某等3人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审结“血渭

一号大墓”特大盗窃案，对12名被告人分别判处五年六个月至十四年不等

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47万元，文物修复和维护公益赔偿金40.8万元，收

到良好社会效果。

  近年来，青海法院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守护好“三江

源”、保护好“中华水塔”。为进一步强化全省法院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工作，

《意见》从强化政治责任、树牢发展理念、坚持法治思维、保障生态安全、履

行审判职能、统筹协同发展、融入治理体系、健全司法模式、完善程序规

则、提升队伍水平十个方面，促进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切实保护好

地球第三极生态。

  “前三条措施从强化维护生态环境政治责任、树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坚持生态环境保护法治思维三个方面，对做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提

出了宏观和全局层面上的要求。”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才旦卓

玛说。

  记者注意到，《意见》把保护好青海的绿色生态发展作为开展环境资

源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

群众环境权益。要求创新符合青海实际的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完善裁判规

则，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专业化审判落实最

严格的源头保护、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制度，有力提升新发展阶段生态环

境司法保护能力和水平。

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审判职能

  被告人华某与南某某系母子关系。2016年，南某某在果洛州玛沁县雪

山乡浪麻襄村放牧时发现1只小鹿便带回居住地饲养，几个月后因无力饲

养，便让华某带回家喂养，华某将小鹿带回同仁市兰采乡某村饲养。2017

年初，被告人华某以7000元价格将小鹿出售给南太某某和才某某（二人另

案处理）。经鉴定，案涉小鹿为白唇鹿，系《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

的一级保护动物。2020年4月17日，涉案白唇鹿被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救护收执。

  同仁市法院以被告人华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并处

罚金1000元。

  “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是人民法院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直接抓手。”才旦

卓玛介绍，针对青海90%的国土面积被列为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的实际，我们加强了对长江、黄

河、澜沧江、青海湖、湟水河等重点水域的保护，加强了对易发多发的盗猎藏羚羊、白唇鹿、麝、

雪豹等高寒、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的环境资源刑事案件打击力度，加强了对雪山冰

川、江源流域、湖泊湿地、草原草甸、沙地荒漠等生态治理修复和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的司法保

护，以包容的态度对待环境公益诉讼，最大限度地维护环境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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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期食品挑选有门道，
消费需理性

昌化镇七彩共治有声有色

法官温福彦：
终极追求“案结事了”

无锡司法行政致力多元解纷创新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张永明

  “今天特意来感谢沈律师，感谢您协调处

理好困扰了我们这么多年的矛盾，让我们家重

归和睦。”近日，吴某夫妇来到江苏省无锡市惠

山区长安街道长乐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沈陈鸿送上锦旗。

  吴某与兄妹之间的矛盾源自两年前的母

亲赡养问题，经过多次调解无果，长乐社区找

到了蹲点服务的沈陈鸿出面调解。沈陈鸿很快

就帮助这家人一一理顺了分家析产、赡养问题

等错综复杂的关系，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调解

协议，还在各方见证下当场交付了部分房产归

并款，一起积怨多年的家庭矛盾得以化解。

  今年以来，无锡司法行政部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加

快建设“最多跑一地服务零距离”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体系的部署要求，全面规范建

设了市、市(县)区、镇(街道)三级社会矛盾纠

纷调处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服务室，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

贡献司法行政力量。

全周期管理提升治理效能

  2021年年初，无锡市委政法委、市中级人

民法院、市司法局等单位共同起草《关于加

快建设“最多跑一地服务零距离”矛盾纠纷

多元化解工作体系的意见》，并经无锡市委

常委会第212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意见指出，要加快建设“最多跑一地

服务零距离”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将

矛盾纠纷化解、信访接待处置、公共法律服务、

非诉服务对接等平台汇聚于一体，与矛盾高发

的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联调联动，打造上层统筹

有力、中层运转高效、基层做强做实的工作架

构，努力形成一体贯通、四级联动的工作格局，

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

一体化运行、一揽子解决”。

  据了解，目前市级中心正在有序推进建

设，日常运行方案初步形成，人员聘用、日常

工作等经费稳步落实，市（县）区级矛调组织

规范建设率达37.5%，镇（街道）级建设率达

67.07%，村（社区）级建设率达87.04%，各层面

硬件建设正有序推进。

  “我们主动参与到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服务中心（非诉讼服务中心）建设，致力于将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系融入全周期管

理中，依托‘苏解纷’平台、智慧司法所平台、

人民调解小助手App等智能工具，推动矛盾

防范关口前移，推行‘一站式’纠纷服务，努

力实现矛盾纠纷化解‘最多跑一地服务零距

离’。”无锡市司法局局长谢海华说。

两诉服务中心促进有效调解

  2020年10月29日，无锡市滨湖区矛盾纠

纷多元调处区块链服务中心正式投运，开启

了“诉讼+非诉讼”（被称为“两诉中心”）的滨

湖调解模式，成为江苏首家。

  据了解，该模式最大的创新在于将滨湖

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和区司法局非诉讼服

务中心合二为一，做到“一个矛盾进门、一群

人员服务”，集调解、公证、复议、裁决、法援

等非诉功能和立案、速裁审判、司法确认等

诉讼功能于一体，建立全面覆盖民事、商事、

家事、行政四大领域的线上线下非诉讼纠纷

化解综合平台。

  600多平方米的两诉服务中心被分为办

事大厅、审判和调解、辅助服务3大功能区，

办事大厅共设置12个工位，集合了诉讼立案

和非诉服务的主要功能，调解和审判区域设

置4个调解室和4个法庭，配备了10名专职调

解员。“试运行3个月，就受理法院立案1264

件，受理诉前调解案件701件，诉前调解结案

211件，调解结案率达30.2%。”滨湖区司法局

局长吴锡夏介绍。

  据介绍，滨湖区两诉服务中心通过诉调

对接程序将调解前置于立案前，作为一般流

程，除必须立案的纠纷，更多通过导诉引流、

分流指派等方式进行诉前调解，积极发挥人

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提升以人民调解

为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知晓率、首选

率，降低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压缩矛盾纠

纷处置的社会成本。

  两诉服务中心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和诉调、检调、公调、访

调的“多调合一”，有效提升了调解成功率和

各级调解组织的公信力。

  “不到30分钟就处理完了所有问题，过

去处理纠纷要跑律所、司法鉴定所，有时候

还要跑到仲裁机构，现在只要在滨湖区的两

诉中心，就可以‘一站式’办理，真正为我们

老百姓提供了方便。”近日，前来办事的陈女

士竖起大拇指对两诉中心连连称赞。

  为实现案件“数字化分析”“智慧化派

单”，该中心借助区块链数据存证技术与全

区的调解体系深度融合，打造调解区块链数

据服务系统，将调解触角辐射到各个基层调

委会。今年上半年，滨湖区97个调委会均可

即时共享全区矛盾排查、案件受理、调解结

果等情况。

  该中心实现跨部门、跨系统整合矛盾纠

纷数据，导入法院的万人诉讼比、无讼社区

等数据，与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实现实时信

息交互，科学预判和掌握基层矛盾纠纷情况

和发展趋势，真正实现矛盾纠纷“发现在早、

解决在小”，为群众提供了公正、高效、便捷、

经济的纠纷解决途径。截至今年8月，中心共

受理诉前调解案件2234件，结案847件，速裁

团队结案2802件，有力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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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

“一夜暴富”终是黄粱一梦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欧汉华

 

  近年来，区块链概念受到各种追捧，但也

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打着区块链旗号

发行所谓的虚拟产品行诈骗之实。

  2020年6月23日，广东揭阳警方派出一百

多名警力奔赴全国各地开展收网行动，成功

破获一宗区块链电信网络诈骗案，共抓获涉

案人员38名，查处两个涉案App，扣押手机、

电脑、银行卡等涉案物品一批，涉案金额逾

1000万元。今年4月16日，该案被移送广州市

天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发行”虚拟产品专割粉丝“韭菜”

  2020年4月，广东省公安厅网警总队在工

作中发现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实施电信诈骗

线索，遂下发揭阳市公安局侦办，后来该案指

定由空港分局主侦主办。空港分局立即成立

专案组展开侦查。

  警方调查发现，该犯罪团伙打着区块链

旗号，四处宣扬“我爸是区块链”，研发设计

“乐某鼠”App，发行所谓类似比特币的虚拟

产品，发布“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的虚假

言论，利用粉丝们渴望“一夜暴富”的心态敛

财，背地里“割韭菜”，行诈骗之实。仅玩家曾

某湖、吴某柱、邱某亮等人就报警称被骗人民

币共计130多万元。

  鉴于该案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为保

障能够顺利深挖扩线，专案组派专门力量

与省、市网警等部门联合行动。为快速推

进案件侦办，专案组民警通过对“乐某鼠”

App海量数据分析，初步确定该案系多人

实施的团伙诈骗案件，且掌握了部分犯罪

证据。

  随着调查的深入，专案组逐渐摸清该团

伙架构运作模式。该团伙主要根据客户需求

开发设计App，形成产品出售给下游人员实

施诈骗活动。下游实施诈骗的主要成员共10

人，其中8人有涉嫌传销或非法集资犯罪等前

科。诈骗活动涉及人员多、地域广，遍布黑龙

江、河南、山东、安徽等地。

  由于案件情况复杂，涉及区域广、涉案人

数多，专案组整合信息资源、打破技术壁垒，

对相关信息进行深度追踪，集中力量开展打

链条、摧源头、端窝点工作。

上游开发App下游实施诈骗

  警方发现，主营App软件开发的广州某

科技公司，是2019年2月由张某铭、林某委、陈

某楷、袁某栋融资注册成立的。负责技术的张

某铭拉起团队，由“业务骨干”赵某帆及“下

线”崔某伟、王某川对公司开发的多个App规

避平台审核进行上架、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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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公共法律服务线上线下全业务全天候
□ 本报记者  石飞

□ 本报通讯员 白海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吗？”“我

在工作的时候发生了事故，伤到了脚，现在

落下了残疾，一直没赔到钱，想问下该怎么

办？”今年9月2日9点，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值班律师到岗不一会

儿，就接到群众拨打12348寻求法律援助的电

话，律师耐心地做着解答。

  《法治日报》记者现场了解到，该中心每

天都有工作人员值班，主要工作是接待群众

来访和接听群众的法律咨询。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中心接听法律咨询来电1.9万通，接

待来访群众300余人次。“有什么法律问题到

这里一站式就解决了。”现场一名群众感叹，

“从进门咨询到援助申请受理成功，不到半

小时，很方便。”

  “打造便捷、高效、均等普惠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一直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目标追求。”

云南省司法厅副厅长赵祖平告诉记者，近年

来，云南省各级党委、政府把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作为推动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和便民、利民、惠民的重要战略任务来抓。截

至目前，全省已建成15923个覆盖全省市、县、

乡、村四级的规范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站），为群众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事项10万余

件（次）。

  走进安宁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市民张

先生掏出手机扫码关注了“安宁市公共法律

服务平台”，点击进入“免费咨询”板块，随即

开启“3分钟获得专业法律意见模式”。“太方

便了，不花一分钱，动动手指就享受到这么

周到的法律服务。”张先生的喜悦之情溢于

言表。果然，3分钟不到，一份专业又易懂的

法律建议就呈现在他眼前，内容囊括了结

论、分析、行动建议、起诉状等。更为便捷的

是，平台还提供相似案例供参考。

  “帮助社区居民答疑的服务平台，正是

我们构建的公共法律服务智慧平台。”云南

省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处处长杨华告诉记

者，该平台将公共法律服务前移到一线、前

移到群众身边，实现“线上平台键对键”“实

体平台面对面”，有效打通了公共法律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据悉，为推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

展，云南省按照“一条主干”“四张网”建设模

式，推进实体、热线、网络三大平台及其他相

关工作站（点）的建设和使用，建立事项受理

“3+X”服务模式，在设立法律援助、人民调

解、法律咨询等基本职能基础上，结合当地

情况设置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等服务窗口，采用“前台统一受理、后

台分流转办、结果及时反馈”的运行模式，实

现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坚持“大分散、小集中”的建设模式，云

南省司法行政系统组织律师对拨打12348热

线的群众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法律咨询服

务，还特别设立藏语专席。热线开通1年半以

来，服务群众来电28 .5万通。12348热线同

“12345”“110”“12355”等服务平台实现对接联

动、互联互通，基本实现法律服务“全时空”

“全业务”。

  自主研发25类智能法律咨询模块，12348云

南法律服务网、“云南掌上12348”微信公众号相

继上线。在各级党委、政府办公区，公共法律服

务实体平台以及机场、火车站、地铁站、汽车

站、院校等人员流动较大的地方，设置2200台公

共法律服务机器人，方便人民群众自助查询并

获得各类公共法律服务。注册用户超过70万

人，累计访问量达627万人（次），群众线上自助

办理各类法律服务事项35万件（次），云南省基

本实现法律服务“指尖办”“键上办”。

  与此同时，为保障重点人群合法权益，

云南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

下转第三版  编辑／李立 蒋起东 美编／高岳 校对／张学军

  由于临期食品还处于保质期

内，所以其销售和食用不受影响。

但是，不同种类的食品劣变的情况

不同，消费者要注意甄别、理性消

费，切莫贪图便宜而盲目购买、大

量囤货

 漫画《“一夜暴富”》     作者 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