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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19
日再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

为呼应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双减”要求，草案三审
稿拟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
庭沟通渠道，推进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针对有的家长对未成年
子女期望值过高、施加的学习

负担过重，有的家长对未成年
子女沉迷网络等行为疏于管
教等突出问题，草案拟规定，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
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
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草案三审稿还针对留守
未成年人和困境未成年人家
庭，提出更多帮扶规定，并进
一步明确了委托照护情形下
被委托人不依法履行家庭教
育责任的法律责任。据新华社

如何加强部门统筹协调
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

银行账户和手机卡“实名不实
人”问题多年未根本解决；形形色
色“黑灰产”斩而不绝；诈骗类型与
各种新技术新应用相伴而生……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急需有效
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月至9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26 . 2万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 3 7 . 3万名，同比分别上升
41 . 1%和116 . 4%；6月至8月，发案
数连续3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今
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综合施
策，强化行业治理，切实形成整体
合力，打击治理取得明显成效。

但同时也要看到，电信网络诈
骗发案数量、群众损失仍保持高位
运行，犯罪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草案提出，国务院建立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机制，统筹协
调打击治理工作。有关部门应当密
切配合，实现跨行业、跨地域协同
配合、快速联动，有效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彭新林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
案规定各部门职责、企业职责和地
方政府职责，加强协同联动工作机
制建设，明确有关主体包括民事责
任在内的专项法律责任，有助于推
动形成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
全社会防诈的打防管控格局。

如何管住“实名不实人”
真实登记、尽职调查

一段时间以来，手机卡、银行卡
大量非法开办、随意买卖，“实名不
实人”问题突出，成为电诈犯罪分子
的重要工具。近年来，公安机关案件
侦办中，缴获“两卡”动辄数十万张，
这些手机卡、银行卡几乎全为“假实
名”，均非开卡者本人使用。

去年10月“断卡”行动开展以
来，公安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
法犯罪团伙2 . 7万个，查处违法犯
罪嫌疑人45万名；工信部集中清理
电话卡6441万张；人民银行组织清
理异常银行账户14 . 8亿个。

推动实现“实名”又“实人”，草
案规定了电话卡、互联网服务真实
信息登记制度；建立健全金融业务
尽职调查制度；明确规定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
话卡、物联网卡、银行账户、支付账
户、互联网账号。对于实施上述行为
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实施惩戒。

如何铲除“黑灰产”
治理改号电话、非法设备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
生出买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收购
贩卖“两卡”、架设“猫池”和GOIP
设备、提供虚假平台和技术支撑、
提供转账洗钱服务等一系列黑灰
产业，黑灰产业又反过来“滋养”了
电诈犯罪，形成相伴相生的“利益
共同体”。

一些犯罪团伙在国内购买大
量的银行卡、电话卡以及企业对公

账户，转运到境外用于实施电信网
络诈骗等犯罪。

对此，草案加强对涉诈相关非
法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治理改
号电话、虚假主叫和涉诈非法设
备；加强涉诈App、互联网域名监
测治理；打击治理涉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产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
哲说：“草案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
服务、设备、产业的治理，打击治理
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将有效
挤压犯罪空间，铲除犯罪土壤。”

如何加强预警防范
预警劝阻、紧急止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可防性
犯罪，预警十分重要。近年来，全国
范围内铺开预警劝阻工作，将打击
治理关口前移，及时点醒潜在受害
人，守住“最后关口”。

今年以来，公安部日均下发预
警指令9 . 6万条，成功避免1260万
名群众受骗；成功拦截诈骗电话
12 . 2亿次、诈骗短信14 . 1亿条，共
紧急止付涉案资金2770亿元。

为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警
劝阻、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制度上
升为法律规定，草案明确国务院公
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电
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紧急止付、快
速冻结和资金返还制度，明确有关
条件、程序和救济措施。紧急止付、
快速冻结、资金返还由公安机关决
定，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
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当前的
实践证明了监测和预警的有效

性。”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
左晓栋表示，在当前支付手段不断
创新背景下，进一步构建并完善相
关工作机制，在支付环节建立紧急
止付、快速冻结和资金返还制度并
上升为法律规定十分必要。

如何治理跨境犯罪
推进国际执法司法合作

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境
内大批诈骗窝点开始加速向境外
转移。

草案提出，国家外交、公安等
部门积极稳妥推进国际执法司法
合作，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快速
联络工作机制，共同推进跨境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

为有力斩断非法出境从事电
诈活动“人员流”，公安部部署发起

“断流专案行动”，截至目前，共打
掉“3人以上结伙”非法出境团伙
9230个，破获刑事案件412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32854名。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
为国际警务的一个重要课题，要继
续推动和加强国际警务合作，制定
可行、完善的司法协作程序，有效
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捕难的
问题。”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
民说。

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是一项系统性法治工程。彭新
林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适
应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社会管理
秩序和保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
实际需要，既为机制化、常态化开
展反诈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也是在
法治轨道上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的创新实践。 据新华社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建立完善涉案资金紧急止付制度
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会议审议。这项法律针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的难点出了不少
硬招。

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呼应“双减”要求

家长应避免加重子女学习负担

2020年，全国共立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2 . 7万起；案件

造成群众损失353 . 7亿元；此类犯罪警情占全部刑事警情

的比例超过40%……

今年1月至9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6 . 2万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 . 3万名，同比分别上升41 . 1%和

116 . 4%……

电信网络诈骗发案数量、群众损失仍保持高位运行，犯罪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葛延伸阅读

体育法修订草案 1 9日
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

为突出全民健身的重要
基础性保障作用，草案明确了
各级政府、各类组织、机关企
事业单位的职责。例如要求，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
其他社区组织应当结合实际
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地方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为
全民健身活动创造必要的条
件，支持、扶助全民健身活动
的开展。拟定每年8月8日为国
家体育节。

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问
题，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修订草案新增“保证体育
课时不被占用”和“在校不少
于一小时体育锻炼”等条款，
以确保学生有充足的体育锻
炼时间；修改“体育考试”条
款，积极提升体育在学校教育
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增强学生
体质的目的。

修订草案还新增运动员
权利保障条款，加强运动员权
利保护。调整运动员注册管理
和体育赛事活动管理条款，进
一步推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
改革，促进竞技体育更好发
展。

此次修订草案新增了反
兴奋剂章节，体现了我国反兴
奋剂的决心。 据新华社

体育法修订草案强化全民健身

拟定8月8日为国家体育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
草案19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草案作出一系列规定，确
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

在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机制方面，草案明确农产
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要求
生产经营者诚信自律，接受社
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落实
地方人民政府的属地管理责
任和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构
建协同、高效的社会共治体
系，要求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中的优势和作用，鼓励其
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员
制度，协助开展有关工作。

在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
全过程管控措施方面，草案要
求建立农产品产地监测制度，

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和
管理，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依法开
具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
合格证，并对其销售的农产品
质量安全负责，对列入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的食
用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

完善监督管理措施是加
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障。草
案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
抽查工作，完善监督检查措
施，加强农产品生产日常检
查，建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信
用记录制度，强化考核问责，
完善应急措施，强化有关部门
的执法衔接和配合。

此外，草案加大了对违法
行为的处罚力度，大幅提高农
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完善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并
与食品安全法有关处罚的规
定作了衔接。 据新华社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关注舌尖上的安全

对食用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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