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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何莉

为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态
势，保护好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近期以来，
桂林警方坚持从源头防范入手，立足辖区实
际，积极落实“一把手”工程，与相关企业
加强深度合作，量身打造桂林市打击预防电
信诈骗攻防实验室，坚决贯彻公安部、公安
厅“快查快打”工作机制，精准打击电信诈
骗窝点，对涉及我市电信诈骗上下游、黑灰
产犯罪全链条打击，实现了发案减少、打击
数上升目标，并以“花样宣传”推动“硬核
反诈”，全方位推进我市公安反诈工作再上
新台阶。

数据直击：近期我市反诈成

果明显，发案下降打击数上升

据悉，我市自开展“ 6·12 ”专项行动
以来，全市抓获涉电诈犯罪嫌疑人 186
人，捣毁电诈窝点 4 个，破获电诈案件 74
起，缴获电诈设备 62 台、涉案手机 1294
部，涉案对公账户 120 余套。近日，我市
反诈中心针对全市疑似电信诈骗呼叫数进行
统计，并归纳预警数据图。令人欣慰的是，
根据数据图显示，桂林市疑似电信诈骗呼叫
数由 6 月 18 日的 1469 起极速下降至 19 日
的 871 起，下降率超过 41% ， 19 日后持续
保持低位。桂林市打击电信诈骗合成攻防歼
灭战初现成效。

这直观证明了桂林全民防诈、反诈、斗
诈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表明由于桂林警方
近期掀起新一轮反诈风暴，从源头上打击犯
罪分子，持续压缩犯罪分子的活动空间，让
他们无从下手、无法得手、无处遁形；也说
明桂林市民普遍对诈骗行为的警醒意识提高
了，并积极配合警方开展反诈、斗诈，使犯
罪分子没有可趁之机。

“风暴行动”： 5000 警力

出动，抓获 448 名嫌疑人

6 月 12 日，市公安局统一部署开展
“ 6·12 千人行动、反诈风暴”专项整治行
动。当晚，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赵志
军，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永辉先后到部
分卡点和行动现场查看行动开展情况，并在
象山公安分局坐镇指挥。

6 月 12 日上午，全州县公安局按照市
局统一行动部署，组织 33 名警力分赴兴
安、贺州，在兴安抓获 7 名涉诈骗嫌疑
人，在贺州抓获 3 名涉诈骗嫌疑人，并缴
获一批作案工具。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动从 6 月 12 日一
直持续到 6 月 13 日凌晨，全市出动 5000
余名精干警力，对桂林市的电信网络诈骗违
法犯罪行为进行“地毯式”清查，重点对进
入桂林市的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13 个重
点地区人员进行身份、随身物品审查，对车
辆进行查控，核查车内人员及物品；对桂林
市城中村、小区出租屋进行清查，清除电信
网络诈骗窝点，搜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案
设备。截至 6 月 13 日凌晨 3 点，共清查出
租屋 5003 间、酒店宾馆 1982 处，盘查车
辆 13520 辆，盘查可疑人员 8176 人，抓获
嫌疑人 448 名，现场缴获一大批手机、银
行卡、 POS 机等用于电诈的作案工具及物
品，止付账号 1020 个，冻结资金 484 .4 万
元。

“根据目前电诈类案件的高发态势，我
们实施了‘快查快打’等工作机制。”在采
访中，市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心针
对电信诈骗的打击做好了五方面的工作：一
是第一时间截获桂林市正在发生的疑似电信
诈骗呼叫，随时推送至反诈中心预警处置组
进行技术反制，对打入我市的电信诈骗电话
一经截获即刻实施封停；二是对桂林开办的
实施电信诈骗号码进行拓展研判封停，从增
加犯罪成本的角度压制电诈警情的发生；三
是依托 96110 反诈服务咨询平台与 110 接
警平台， 24 小时在线接受群众咨询，对现

行电诈案件采取紧急止付；四是落实“快查
快打”工作机制，依托市局“三合一”平台
技术支撑，各部门同步上线，对公安部推
送涉案线索做到下发一起，核查一起，打
击一起，实现线索不过夜，最快 1 小时内
精准落地打击；五是对我市电诈现发案件
积极开展“双流”侦查工作，一追到底，
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及上下
游黑灰产业链违法犯罪进行有力打击，决
不姑息。

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手

段，打赢“主动仗”

“摆摊吆喝”“反诈微电影”“电梯广告播
放”……这是桂林公安最新的反诈“花样宣
传”手法，在宣传中，各县局、分局坚持精准覆
盖，靶向动态宣传，采取市民喜闻乐见的方
式，把防诈骗安全知识传递给每一个人。

雁山公安分局在圩市摆起“摊位”，大队
民警编写录制了《防骗口诀》，总结十大典型
电信诈骗手段，通过移动音响设备向群众揭
示各种新型网诈骗局，提醒大家一定要管好
自己的“钱袋子”。在市里不少小区，居民进入
电梯时，会发现电梯广告屏里播放的正是桂
林公安原创的反电诈视频。近期，桂林公安充
分发挥居民小区橱窗广告栏、电梯广告屏、路
面车位广告牌作用，在小区内投放原创反电
诈视频，通过不间断循环播出，形成良好的宣
传氛围，达到预警提示的作用。

“目前，我们联合三大电信运营商，
定期对通信用户发送防诈宣传短信，提高
群众识诈、防诈能力。”市反诈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电
诈宣传，让广大市民懂得如何识别电诈设
备、作案窝点及涉案人员特征，并鼓励群
众积极举报揭发，提供相关线索，对每条
有效线索给予 1000 元以上奖励，从而掀起
全民斗诈风暴，对电信诈骗进行强有力的
打击。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刘影 叶
明）如果刑事案件中的相关人员对司法机关
的处理决定表示不服怎么办？答案是：可以
申请刑事复议。

日前，市检察院组织召开了一场刑事赔
偿复议案件的公开听证会。此次涉及的案件
是发生在去年的一起故意伤害案。 2019 年
10 月 28 日，灵川县人民检察院对秦某某故
意伤害案作出裁决，因秦某某故意伤害罪罪
名不成立，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后，秦某某以
自己没有犯罪却被错误羁押 71 天为由，向
灵川县人民检察院申请被限制人身自由赔偿
金 2 万多元。接到秦某某的申请后，今年 3
月，灵川县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作出不予赔偿的
决定。对此，秦某某表示不服，于是在 4
月 16 日，向市检察院申请了刑事赔偿复
议。

因为这起刑事赔偿复议案件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和代表性，为了让检察机关的司法更

加公正透明，市检察院决定以召开多方听证
会的形式，处理这起刑事赔偿复议案件。

在日前举行的公开听证会上，部分市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我市律师界代表受
邀参加。会上，市检察院充分赋予了申请人
秦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公开表达自己诉求的
机会；之后，由承办人公开展示证据并公开
释法说理。受邀请的 3 位律师代表及其他
代表也通过质询、回答提问、释法等多方互
动的方式，共同评议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过程
及结果。之后，市检察院将灵川县检察院作

出不予赔偿的复议决定的理由及处理过程展
现在公众面前，接受社会监督。最终，经现
场听证员评议，一致认为灵川县人民检察院
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和桂林市人民检察院作
出的不予赔偿的复议决定正确。

听证会结束后，现场听证人员纷纷为此
次活动点赞。他们表示，检察机关采用公开
听证的方式将办案活动全程公开，主动接受
公众监督，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严格公正司
法，也让人民群众接受了一次有益的法制教
育。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彭田丰）糯米饭、炸麻
圆、手抓饼、烤串……每到放学时间，灌阳县几所小学道
路两边就出现许多“三无”流动摊点，这些价格低廉、味
道可口的食物吸引了孩子们前来购买。对此，有关部门曾
多次进行整治，但却一次次死灰复燃，许多家长深表担忧却
又无能为力。日前，灌阳县检察院履行监督职责，通过检察
建议的方式，督促相关部门对校园周边“流动小吃摊”问题
进行切实整改，有力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据介绍，该检察院近日分别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县
综合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组织开展专项排查整治,
加强对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净化食品安全环
境，建立食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和日常监管机制，并加强
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形成监管合力。同时,以多种方式开
展普法宣传，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
费方式和健康的消费理念。

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综合执法局收到检察建议后高
度重视，及时制定学校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并结合城区各学校实际情况，集中开展了专项排查整治，
并通过加大日常巡查监管执法力度，采取高峰岗蹲守等措
施，加强部门配合联合执法，加强对违规占道经营流动摊
贩的宣传教育，在学校周边显眼位置竖立禁止校园周边乱
摆乱卖以及规范车辆停放的告示牌等。在执法人员的“严
管”下，校园周边存在安全隐患又堵塞交通的流动小吃摊
得到了较好的遏制，得到了老师和家长们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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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黑恶犯罪 共建平安桂林

灌阳检察建议规范

校园周边“流动小吃摊”

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精准全链条打击 线上线下“花样宣传”

我市推进“反诈”再上新台阶

让司法更公正透明

市检察院召开刑事赔偿复议案件公开听证会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何慧敏）遭遇家暴怎么
办？结婚时的彩礼能否要回？同居时如何用法律保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一系列家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家事纠纷调
解法律热点沙龙可以给你答案！

近日，七星区五通社区妇联、计生协组织辖区妇女代
表观看“幸福母亲、平安家庭”家事纠纷调解法律热点沙
龙现场直播，对家事纠纷调解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探讨和沟通，帮助处理好家事纠纷热点难点问题，
践行母亲幸福、家庭平安的宗旨，推进建立健康平安文明
和谐的家庭关系。

据五通社区负责人介绍，这项活动，旨在帮助社区妇
女代表掌握相关法律知识，提升婚姻家庭纠纷骨干调解员
的纠纷调解能力。

五通社区：

法律沙龙现场直播

提高家事纠纷调解能力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廖海雲）
日前，兴安县人民法院在一号大法庭利用
远程视频传输技术对被告人唐某杰涉嫌犯
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罪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唐某杰犯数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九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六万七千元。
2018 年初，唐某景、唐某林等 7 人组

成的恶势力犯罪集团在界首新老市场通过
言语威胁、辱骂、聚众造势、打砸摊位等
方式对市场摊主进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
等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造成

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兴安县人民法院
经依法审理，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对唐某
景、唐某林等 7 人恶势力犯罪集团作出一
审判决。该案是中央部署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以来，兴安法院审理的首例涉恶势力犯
罪案件。

本案被告人唐某杰系上述恶势力犯罪集
团的同案犯。其参与了该恶势力犯罪团伙的
多起言语威胁、辱骂、殴打他人，聚众造
势、打砸摊位等犯罪活动。其行为已构成敲
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等，法院数罪并罚，
遂作出上述判决。

兴安首例涉恶势力犯罪案同案犯被判刑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蒋西凤 唐博）日前，在
七星区人民法院的见证下，桂林市公证处与桂林银行举行
了公证服务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就贷款、银行卡等业务开
展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业务进行合作。

据悉，本次合作是我市金融机构与公证机构首次建立
公证服务合作关系，为多元化解纠纷、快速实现债权提供
了全新的模式。

据介绍，今年 4 月，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桂林市
司法局共同印发《关于开展公证参与人民法院多元化解纠
纷解决机制协同创新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确定七星法
院为试点单位之一。试点的内容为：支持公证机构在人民
法院调解、取证、送达、保全、执行等环节提供公证法律
服务，先行先试，树立范本。经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力的
债权文书在出现纠纷时，不必再进行司法审理，可以直接
进入司法执行程序，从而快速实现债权。

七星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桂林市公证处
与桂林银行建立合作关系，是该法院充分进行政策宣传及
提供司法支持的基础上促成的。此新模式的尝试，将传统
的事后纠纷解决模式变更为事前预防机制，促进借款人诚
信履约，进而推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在多元解决纠纷，
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七星法院促成

市公证处与桂林银行

开展公证服务合作

▲近日，七星区司法局开展法制宣传进社区活动，通
过法制小课堂、法律知识咨询等方式让居民们学法懂法。

图为司法工作人员正在向群众讲解法律知识。

记者陈静 摄

▲民警抓获的电诈嫌疑人及缴获的一批作案工具。 （市公安局供图）

▲民警入户进行清查。

（市公安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