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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脱单盲盒市场乱象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徐 晓 魏建慧

　　“判处被告人葛某有期徒刑一年。”随着一

声清脆的法槌敲响，浙江省绍兴市首例袭警案

在诸暨市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刑事速裁审判庭内

获判。从审查起诉到法院判决，该案办理过程仅

用了7个小时。

　　如此快速高效的办理流程，得益于绍兴市全

力打造的刑事案件繁简分流“高速路”。像这样一

天内实现审查起诉到判决的案件全市已逾百件。

　　据绍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澄介绍，

为破解政法机关案多人少、超负荷工作这一难

题，2020年3月，绍兴市政法机关围绕“简化诉讼程

序、加快诉讼进程，做到简案快办、繁案精办，以

最小司法成本实现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与效率”

目标，全面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工作。

　　通过一年多努力，绍兴在全省率先完成县级

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全覆盖，多措并举创立由法

院、检察院简案团队常驻中心，集中办理适用速

裁程序、简易程序的简单刑事案件的办案方式，

已初步实现用20%刑事员额检察官、法官承办

75%刑事案件目标，刑事案件快办率、刑拘直诉比

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均居浙江省前列。

软硬并举 打造中心

　　案件办理区、医疗救助区、诉讼服务区、执

法监督区、涉案财物保管区等功能区域一目了

然。中心的医疗救助区，共配备人民医院25名医

护人员24小时轮流上班，放射科、心电图、留观

输液室等一应俱全。

　　这是《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在上虞区执法办

案管理中心看到的场景。

　　“在这里实现嫌疑人的X光、B超、心电图、

血压、血常规等5项入所前的常规检查，还提供

在中心的普通身体检查，解决以往嫌疑人出所

就医的问题，大大降低了执法风险。”上虞区委

政法委副书记叶源源说。

　　诸暨市率先建成县级公安机关执法办案管

理中心，通过检察官主动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

关完成侦查取证活动，以“刑拘直诉”方式移送

审查起诉。这种“快速机制”的改革使简单刑事

案件的办案平均周期较过去缩短了63.4%。

　　据了解，自2020年3月以来，绍兴市政法机

关全力打造集“执法办案、监督管理、支撑服务”

于一体的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率先在全省范围

内完成县级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全覆盖，全市6个

中心内设置速裁法庭6个、标准法庭5个。

　　在此基础上，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积极引入

科技辅助执法。上虞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配备

了电子手环100套、智能物品保管柜50个，嫌疑

对象佩戴电子手环实现“一人一轨”；搭建集监

督、评判、服务等模块的全生命周期智慧执法监

管平台，实现对执法全流程闭环式管理。

　　与此同时，法院、检察院全面整合办案队

伍，组建简案团队入驻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公安

机关组建专业管理员队伍，负责日常值守、看管

送押、涉案财物管理、监控巡查等工作；司法行

政机关每日落实1名律师驻中心值班。

　　一年多来，依托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开展刑事简单案件的集中办理，减少

了审判人员参与庭审花费的时间，减少了检察人员出庭往来的时间，减少了

法警提押被告人的时间，取得了节省司法资源、提升审判质量的良好成效。

数字赋能 高效办案

　　在越城区执法办案管理中心，一块硕大的蓝色屏幕映入眼帘。只见民

警操作鼠标，案件的全案关系脉络便在屏幕上一览无遗，通过点击中间位

置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链接到左右两侧的涉案情节、询问笔录、证人、证人

笔录、涉案财物等不同颜色的区域。这个系统便是越城区推出的阅卷类智

能辅助系统“阅卷精灵”。

　　据越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孙权介绍，随着数字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数字

赋能繁简分流。越城区推出数智案管“质量评查”系统和“阅卷精灵”，不仅

能对刑事案件终结性法律文书进行精准高效的智能化评查与管控，还能

智能分析证据材料，提高电子卷宗审阅效率。

　　截至11月25日，“阅卷精灵”已收录电子卷宗6359个，分析证据材料34.4

万份127万页。

　　柯桥区、新昌县两地建立刑事裁判搜索系统，引进量刑建议辅助系统

等，为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及量刑等提供智能化辅助，实现绝大多数认罪

认罚案件“零延期”和“零退查”，切实提升办案效率。

　　2020年4月，在王某某酒驾案办理过程中，新昌县公安局将案件移送

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县检察院依托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应用，通过网上

阅卷审查案件，采取审查报告简化制作、犯罪嫌疑人告知、讯问、具结“一

站式”等方式简化办案程序。因疫情防控，值班律师通过“浙江检察App”

见证线上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据介绍，绍兴依托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对快办案件备注标签，实现

同类多个案件集中移送起诉、开庭审理，同步跟进认罪认罚工作，做到公

检法一条龙、集约化办案。

　　法院系统充分运用智慧法院建设已有的信息化成果和平台，探索法

院、检察院、看守所等不同系统之间的技术融合、工作衔接，推广简单刑事

案件实现远程视频方式多案联审、一次性集中审理、当庭宣判等。

　　“脏活、累活、细碎活，中心都包去了，办案比以前省心、放心、舒心多

了。”一位在新昌县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办案的民警深有体会地说。

建章立制 规范运行

　　为深入推进繁简分流改革工作，绍兴市委政法委牵头出台适用认罪

认罚从宽制度实施意见、全市刑事案件简案快办改革工作备忘等，市级政

法单位联合制定建立认罪认罚案件量刑衔接机制等，不断健全刑事案件

繁简分流分案以及集中快办工作机制。

　　各区、县（市）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出台《执法办案管理中心管理办法》

等配套制度，确保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工作有序推进。诸暨市围绕刑事

案件繁简分流案件的分类标准、受案规则、认罪认罚、速裁及法律援助等，

建立10余项制度。

　　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边津槿说：“自开展刑事案件繁简分流工作

后，我院依托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内部公检法司协同办案的优势，配合简案

快办等一系列配套制度，搭建‘三集中’简案办理平台，形成办案‘流水

线’，集中精干力量高速消化简单刑事案件，使得‘案一件比’由2019年初

的1：1.86降至2021年11月中旬的1：1.23，极大提升了案件质效。”

　　据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自执法办案中心运行以来，全市充分适

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心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达98%以上，各基层

法院在中心办案周期平均不到10天。

　　绍兴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徐金泉表示，下一步，绍兴市将继续抓好刑事

案件繁简分流改革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质效、群众满意度和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水平，全力打造全省一流、全国领先的繁简分流“绍兴模式”，为全

省打造“重要窗口”“共同富裕示范区”贡献绍兴政法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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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赵 丽

  只需要付费1元，就可以抽取一个联系方式，

或者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存入“库”中，等待“有缘

人”抽取——— 这是近期风靡的脱单盲盒的“玩法”。

  自今年7月中下旬，一名长沙大学生开设

“月老办事处”地摊后，脱单盲盒在全国各地逐

渐兴起。除了摆摊外，一些城市还出现了售卖脱

单盲盒的“脱单便利店”，更常见的是线上的脱

单盲盒小程序、公众号、App、网店等，并形成产

业链，在社交平台上招揽代理商。

  这样的脱单盲盒靠谱吗？《法治日报》记者

近日调查发现，脱单盲盒“暗坑”不少，要么盲盒

内的联系方式是假的，“查无此人”；要么建立联

系后被对方骚扰甚至掉入色情或诈骗陷阱。而

随着脱单盲盒越来越火爆，一些商家嗅到商机，

利用年轻人的交友需求引流变现，存在泄露、售

卖个人信息的风险。

脱单盲盒风靡一时

真实信息难以保障

  脱单盲盒最初以摆摊形式出现，大多设在

商场、夜市、学校等人流较多的地方，且设备和

玩法都很简单：1张桌子，分别贴有“男”“女”字

样的两个盒子，花1元钱可以拿走1个别人的联

系方式，也可以放入自己的联系方式。

  在天津，有摊贩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一个

晚上有300多人来存取信息。

  随后，售卖脱单盲盒的“脱单便利店”在北

京、天津、广州、重庆、济南等地纷纷出现，盲盒

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价格不等，店内工作人员

会按照生日、星座等进行分类排列。

  近日，记者在天津市和平区一家“脱单便利

店”看到，这里的脱单盲盒被做成瓶子状，摆放

在一面“脱单墙”的格子间内。瓶子外部贴着生日、

生活城市、理想型信息等标签，白色代表男生，粉

色代表女生，再根据星座和关键词进行分类摆放。

工作人员介绍，入店前需要支付49.9元，包括门票

和一个瓶子的费用，入店后可在瓶中投入自己的

信息并从墙上拿走一个装有他人信息的瓶子，

可以拆开看但不能带走。

  记者统计发现，每个格子间内存放的脱单

瓶有近400个，所有格子间的瓶子加起来多达数

千个，以“90后”“00后”居多，上架时间多为11月

中上旬。

  “00后”女大学生卫薇（化名）正在店内挑选

盲盒，她的选择标准是星座匹配度。来来回回挑

了10分钟后，她看中了一个瓶子，打开后，对方

的姓名、年龄、联系方式、职业、择偶标准等信息

被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纸上。卫薇告诉记者，感

觉对方比较用心，她打算先加好友聊聊看。

  除了线下的“脱单小摊”“脱单便利店”外，

线上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脱单小程序、公众号、

App和网店，颇受年轻人青睐。但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通过盲盒脱单的成

功率并不高，甚至很多人都卡在了第一步———

信息的真实性。

  据一位盲盒交友摊贩介绍，一些人存的信

息可能是别人的，也可能是与自己实际情况不

相符的信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很难核实。 

  来自安徽宿州的李琳（化名）前不久通过脱

单小程序抽取了一个男士盲盒，对方在留言栏内

注明自己是“阳光帅气的25岁男生”。结果李琳联

系对方后发现，他是一名40多岁的中年男性，且言

语轻佻，吓得她赶紧删除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小程序后台难道不审核这些盲盒信息

吗？”李琳有点不解。

  记者试用了7个脱单盲盒小程序、5个脱单

盲盒App发现，只有1个平台的客服会在用户存

纸条时提醒：禁止发布涉色情、暴力之类的信

息，并且会有人工审核，违反者直接进“黑名

单”，抽到这类信息的用户凭截图可以退还费

用。其他11个平台均未进行相关提醒。

嗅到商机引流变现

层层盈利类似传销

  单身男女想要的“邂逅爱情”，成了商家眼中

的“风口生意”，引流变现是他们生财的方式之一。

  有的小程序打着脱单幌子，让用户去刷流

量。一款名为“月老办事处”的小程序声称，用户

可以在看完一段广告后免费存或取一张含有他

人联系方式的纸条。记者尝试多次后发现，每次

得到的联系方式经搜索后都显示用户不存在，

并且即使打开小程序看完广告后，要想存取信

息还需要再看一次广告。

  还有的商家通过“拉人头”的模式层层盈

利。记者注意到，脱单盲盒小程序已经出现许多

不同版本，并通过社交平台广泛招募代理，“赚

钱很快”“推广即分佣”等，成为他们的广告语。

  一款脱单盲盒小程序的推广人员介绍，开

通“红娘”的价格一般是9.9元至39.9元，加盟后可

以用自己的二维码进行摆摊赚钱。

  为了解具体运作方法，记者花19.9元开通了上

述这款小程序的“红娘”，并联系客服加入代理群。

  入群后，记者收到的第一条公告就是：“截

至××日××时，还是0代理的将被取消代理资格

并清理出群，我们需要的是一起赚钱的人，而不

是觉得挂着‘红娘’好看的人。”

  随后，有工作人员在群里介绍如何推广取

得收益。

  “如果用户扫的是你的推广二维码，支付一

笔订单你抽取一半；如果别人用你的二维码开

通‘红娘’，你可以抽取开通费用的一半，他的客

户消费你可以抽取20%。简单来说，开通红娘的

费用是19.9元，有人花1元钱抽盲盒，你可以赚0.5

元；如果你再推广别人成为‘红娘’，就可以赚

9.95元，而这个人的客户每次存取纸条时你可以

赚0.2元。”工作人员说，如果想要一直有高收入，

就要不断进行推广，有人一天能够发展几十位

“红娘”下线，日赚200多元；也有人到了截止日

期仍未发展一位下线，最后被踢出群。

  记者开通“红娘”后，一天时间内有一人通

过记者的二维码开通了“红娘”，还有20多位用

户存取盲盒。

  见记者的“推广能力还不错”，工作人员称，

后续他们研发的小程序、公众号、网站等，都可

以让记者带着群里的人继续赚钱。

  而对于商家来说，还有一种更“高级”的赚

钱方式，即建立脱单盲盒平台，如软件开发、App

开发、网站搭建、店铺加盟等。记者了解到，开线

下精品店需要的服务费用一般是5万元至7万

元，拓展店的价格可能高达10万元。也有的商家

将盲盒业务进行拓展，提供个性化的相亲活动，

收取高额服务费。

  在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任超看来，脱单盲盒

中“拉人头”层层盈利的模式，像极了传销，也类

似于微商的分销。“现实中，有许多人通过盲盒

中的联系方式，联系到的人多半是微商。脱单盲

盒是分销产品，性质与传销仅一线之隔，一不小

心就容易踏上违法犯罪道路。”

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加强审核刻不容缓

  脱单盲盒的出现增大了单身男女相互认识

的概率，但背后是否存在安全风险？

  记者通过天眼查搜索发现，有些“脱单便利

店”的经营范围并不包括开展交友服务、组织交

友活动等，超范围经营问题比较普遍。有些小程

序、App的认证公司也是如此，其备案的经营范

围包括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互联网信息

服务、一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等，并不包括盲盒相

关服务。

  在一款名为“盲盒交友”的App上，记者发现

虽然该软件名称带有“盲盒”，但登录进去后，系

统会按照位置远近直接推送他人信息。记者下

载后两天时间内就收到了10多条信息，大多涉

及借款、色情服务等违法内容。多人直接在App上

发布带有诱惑性的图片或联系方式，并使用“一回

八章，两回十五章”等色情服务暗语。

  据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局桃沟派出

所民警杨俊楠介绍，根据以往办案经验，这类玩

法一般会让参与者提供个人照片、简介、联系方

式等，可能存在泄露个人信息的风险，而且很难

保证商家不会将这类信息挪作他用。这些小程

序在技术层面也很难确保数据储存安全，存在

信息数据被盗取的风险。同时，消费者也容易被

人利用，掉入“杀猪盘”、电信诈骗陷阱。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脱单便利店”还是

线上的脱单小程序、公众号、App和网店，实际上

都有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性质。尽管基本遵循

了“取得个人同意”后收集个人信息，但个人信

息处理不仅包括收集，还包括存储、使用、加工、

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尤其是今年11月1日

开始实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个

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

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

安全，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他们认为，脱单盲盒的个人信息提供方和

被提供方都应当有必要的审核，防止衍生网络

诈骗、侵犯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发生。

  上海恒衍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辉提出，

要警惕商家换个名头继续经营的行为，平台在

审核的时候不应当仅仅就店名进行审核，还要对

其实质性内容加强审核。经营脱单盲盒的商家务

必遵守平台规则，不要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躲避审

核，避免风险发生，并且商家收集到个人信息后

应当严格遵守保密原则，除了按照规则提供外，

不得向其他任何人提供收集到的个人信息。

  “目前来看，脱单盲盒是一种新兴事物，面

对其带来的诸多潜在风险，相关职能部门对其

可能出现泄露、售卖大量个人隐私信息、数据的

行为，应在技术层面和平台规则层面予以约

束。”任超说，经营脱单盲盒的商家则要探索出

一条合法合规的发展路子，这样才不会让脱单

盲盒昙花一现，成了一时“玩物”。

  对于具有交友需求的年轻人来说，杨俊楠

提醒，要理性消费，不要盲目跟风，在交友过程

中，一定不要随意出示自己的个人信息，防止骚

扰和诈骗。

  “工会、共青团、妇联、社区等各级组织也可

以增加一些多形式、高趣味、强互动的线下活

动，以满足当前年轻人的社交需求。可靠放心的

渠道多了，自然就减少了此类‘盲盒式’社交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任超说。

漫画/李晓军  

  ● 脱单盲盒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除了线下的“脱单小摊”“脱

单便利店”外，线上也出现了五花八门的脱单小程序、App等，颇受年

轻人青睐。但不论是线下还是线上，通过盲盒脱单的成功率并不高，甚

至很多人都卡在了第一步——信息的真实性

  ● 脱单盲盒小程序已经出现许多不同版本，并通过社交平台

广泛招募代理，“赚钱很快”“推广即分佣”等，成为他们的广告语。这

种“拉人头”层层盈利的模式，像极了传销，也类似于微商的分销

  ● 无论是“脱单便利店”还是线上的脱单小程序、App等，实际

上都有处理个人信息的平台性质。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个人

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

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花1元钱能在盲盒里
找到爱情吗

  ▲ 12月7日，安徽省阜南县公安局民警走上船头，向村民宣

传防范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知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本报记者 王建军 本报通讯员 吕乃明 摄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干警进社

区开展以案释法工作，为社区居民答疑解惑。

本报记者 阮占江 本报通讯员 文天骄 摄  

   近日，吉林

沙坨子出入境边防

检查站开展陆地国

界法宣传活动。图为

民警在驻地开展宣

传，增强群众守边护

边意识。

本报记者 刘中全

本报通讯员

马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