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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二中院了解到，包括
9名台湾居民被告人家属在内的部分
被告人家属、部分被害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
旁听了宣判。旁听宣判的新闻媒体
中，有5家是台湾媒体。

记者从北京市政法部门了解到，
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依法保障
被告人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除8
名被告人自行委托辩护律师外，对于
表示需要法律援助的被告人，法院均

通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辩
护律师。

“从肯尼亚押解回国人员特大跨
境电信诈骗案的宣判，进一步彰显了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惩治电信诈骗犯罪
的坚定决心。”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彭新林认为，电信诈骗与百姓生
活密切相关。加大对电信诈骗犯罪的
打击力度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
识。这一判决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刑事
司法的国际影响力，有力维护被害人

合法权益。
“依法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我国

对于电信诈骗的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彭新林表示，近年来，
针对电信诈骗违法犯罪，中国在完善
立法、加强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成效
显著。在此基础上，有关方面可一进
步加强行业监管、打击上下游利益链、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范围内
形成打击电信诈骗的合力。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熊琳）

在公诉机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提交的证据中，用繁体字写成
的“话术单”和“问答单”引人关注。上
面详细记载了以“医保局”“邮局”“公
安局”等不同身份实施诈骗时应如何
表述。同时，对被害人可能产生的疑
问详细梳理，以“问答单”形式一一列
出应对方案。

“比如被害人常会问‘你是医保局

的？’这种问题，这时，诈骗人员就得想
方设法获得对方的信任。”本案承办法
官介绍，他们首先会谎称自己是外省
某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以防被害人就
近核实。同时告诉被害人可拨打该市
114，确认来电真实性。

“实际上，诈骗人员早就提前获
取了所要冒充部门的电话，方便实施
诈骗。”本案承办法官介绍，很多被害

人并不了解网络电信诈骗通过虚拟
改号可以伪装成任意号码，因此陷入
骗局。

此外，诈骗人员还会要求对方不
要挂断电话，不要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以保证骗局不被干扰、识破；在对方被
骗至ATM机汇款时，要求被害人点
击英文模式操作，方便行骗。全案中，
被害人年龄跨度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几

岁，受骗金额最高的被害人累计被骗
金额达400余万元。

“这些钱是按照一二三线分成，
比例从6％到9％不等。”被告人张家
祥表示，对于诈骗“绩效”，每天都有
详细统计。一线人员每人每月底薪
6000元，单笔诈骗成功，提成为被害
人汇款额6％。二线全程提成9％，
三线8％左右。

“每天早会，老板会布置任务。比
如，今天集中打给山东。我们就会查
询山东手机号码段，然后输入系统，系
统会自动群发短信。”电脑操作手、被
告人刘泰廷（台湾居民）供述，只需一
个按键，10到 12万条“医保信息泄
漏”“转拨电话报警”等内容的电话语
音包就会发送到山东不特定人群的手
机，然后等人“上钩”回拨。

在张家祥等35人诈骗案中，该诈
骗团伙分别向山东、河南等10余省份

的被害人实施诈骗。已查明的被害人
达到 110 人，被骗钱款共计人民币
650余万元。

“在肯尼亚，我们房间墙上的表显
示的是北京时间，这样方便骗人。”被
告人孙立国供述，为此，大家每天肯尼
亚时间凌晨3点就要起床，一直工作
到北京时间下午4时。

“我们分一、二、三线。我在一
线。对方把电话打过来，我就跟他说
我是医保局的。”被告人丁育绫（台湾

居民）表示，在电话里，她先告诉被害
人说医保卡消费异常，很有可能是身
份信息泄露了。“这时候对方往往会很
紧张，我就说可以帮他报警，然后把电
话转给二线。”

此时，负责二线的周圣修（台湾居
民）接起电话，询问被害人“这里是公
安局。你有什么事？报案？为什么报
案？”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周圣修按照

“流程”告诉被害人“我先帮你填一份
报案单，你叫什么名字？”进而套取被

害人信息。
经过片刻“等待”后，周圣修告诉被

害人，查询结果显示，被害人的医保卡
被用来购买很多违禁药品。同时谎称
检察机关已介入。随后，早已在三线等
候的张家祥（台湾居民）以检察官身份
继续实施诈骗。他谎称被害人已被通
缉，要求调查其资金流向，为证清白，请
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信息，并电话指挥
被害人通过ATM机、银行柜台等方
式，给指定账户汇款，最终完成诈骗。

21日，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张
凯闵、林金德等85人特
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作出
一审判决。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张凯闵、
林金德有期徒刑15年，
以诈骗罪分别判处韩
刚、张家祥、徐伟伦等
83人有期徒刑14年至
1年9个月不等刑罚，并
处剥夺政治权利及罚
金。上述被告人中，70
余人系公安部组织北京
市公安局于 2016 年 4
月从肯尼亚押解回国人
员，其中张凯闵等44人
为台湾居民。

被盗的苹果手机去哪儿了？
——苹果手机“盗改销”产业链调查

记者调查发现，解锁苹果ID已
经形成公开的产业。在某电商平台，
记者搜索“解锁苹果ID”发现，有超
过600个店铺，一些店铺单月销量数
千，价格则在几十元到500元不等。

在一家月销超过 1300 笔的店
铺，记者询问是否能解锁苹果ID，客
服问记者“是自己的机器还是捡的”，
记者说“是捡的”，客服随后表示“可
以解锁”，“不需要邮寄，也不需要远
程控制”，只需要提供机身IMEI码和
激活界面即可，需要1至7天，并强调
有九成几率，收费200元。

不少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解锁
ID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北京市隆
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赖冠能
认为，目前网络解锁苹果ID行为有
可能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
这一罪名需认定“明知”是盗抢等犯
罪所得的赃物等条件，因而很难界
定，需要相关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据了解，目前多地已加强打击手
机“盗改销”犯罪行为。深圳警方近
期在深圳电子市场比较集中的华强
片区举行专案返赃大会，加强对类似
犯罪行为的法制宣讲和震慑力度。

深圳华强片区一名电子产品从业
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华强片区二手手
机市场内，部分摊位的招牌公然写着

“解锁”，公开收购二手苹果手机，经过
打击，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很少再有了。

一些办案人员建议，综合录入被
盗抢手机机身码，建立被盗抢手机信
息共享平台，可方便追查、比对赃物
流向，打击异地销赃。同时，应在二
手手机市场中，加强对交易行为的监
管，如交易前须在相关平台登记手机
信息等。
（新华社深圳12月21日电 记者 孙飞）

记者调查发现，在苹果手机“盗改
销”产业链中，解锁ID是最重要的环节。

在深圳市福田区，警方抓获嫌疑
人方某等4人，当场缴获苹果手机
751部。方某交代，自己在网上购买
钓鱼软件，通过手机机身码在一些平
台购买用户注册邮箱、手机号码等信
息，再冒充苹果公司客服给失主发送
含有钓鱼链接的邮件。失主以为是

苹果官方的网站，点击进去输入自己
的ID和密码，就可以通过后台盗取。

为方某提供代发钓鱼邮件服务
的李某说，自己按天收费，一天收客
户200元，至案发时，李某已非法获
利超过5万元。另一个为方某提供
钓鱼网站服务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收费标准是800元的“包月套餐”。

在四川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文

某说，自己在网上接单，平均每解锁
一个手机收费上百元，每天每人能解
锁5至10个手机。警方介绍，截至案
发，文某团伙10名犯罪嫌疑人账上
的流水已约200万元。

据调查，解锁后的手机，有些被
以旧换新成新的手机，有些通过更换
外壳等方式翻新，再通过网上渠道、
二手手机市场等进行倒卖。

家住深圳宝安的石先生十分郁
闷，刚买不久的苹果手机被偷走，几
个月后，又收到多条邮件，均含有索
要被盗手机账号密码的钓鱼链接。

业内人士介绍，苹果手机因
其封闭系统这一特点，有密码的

“ID机”被盗抢后就变成了俗称的
“砖头机”，只能拆开当零件卖，估
价只有三五百元。如果将 ID 解
锁，一些品相好的可能价值两三
千元，还在保质期内的苹果手机
可以旧换新，价值更高。一些不
法分子盯上了这条“生钱之道”。

深圳警方近期破获了以孟某为
首、长期在深圳罗湖东门一带活动
的盗窃手机团伙，抓获9名犯罪嫌
疑人，查获苹果手机30多部。办案
民警介绍，盗抢手机团伙通常是松
散的组织，犯罪分子盗抢得手后，往
往通过二手手机店铺、微信群、QQ
群等多个渠道销赃。

这些被盗的手机最终流向哪
里？深圳警方侦查发现，一个以方
某为首的特大犯罪团伙专门从事非
法解锁苹果手机账号再转卖。今年
3月至9月间，专案组在广东、四川、
重庆、安徽、江西等地开展行动，共
刑拘57名犯罪嫌疑人，其中30人已
被检察机关逮捕，缴获涉案苹果手
机2800余部，涉及全国28个省份。

被盗的苹果手机去
哪儿了？近期，深圳警方
成功侦破公安部督办的
一起专案，摧毁系列“盗
改销”苹果手机特大犯罪
团伙及相关产业链，缴获
涉案苹果手机 2800 余
部，涉全国28个省份。

“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解锁被盗苹果手
机 ID已经形成产业链，
不少被盗手机解锁后再
次进入市场流通。

从肯尼亚押解回国人员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一审宣判

85名罪犯依法被严惩，给力！
一二三线接力诈骗 受害人遍布10余省份

“话术单”“问答单”步步为营 单个受害人最高被骗超400万

专家：中国综合治理电信诈骗能力不断提升

电信
诈骗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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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被盗苹果只能卖三五百元
解锁后价值至少两三千元

多种方式解锁ID后再次流入市场

加大打击力度 完善二手手机流通机制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
陈菲）“除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另有规
定以外，公安机关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
之前处置涉案财物。”这一新规出自最高
检、公安部日前联合修订印发的关于公
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若干规定。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如何规范
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确保在严格依法办
案的前提下，既保持打击犯罪的“力度”，
又注重文明执法的“温度”，最高检、公安
部在新规定中作出了明确要求。

新规要求，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其
他涉案财产与合法财产，严格区分企
业法人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严格区
分犯罪嫌疑人个人财产与家庭成员财
产，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
限查封、扣押、冻结，并注意保护利害
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新规明确，对依照有关规定可以
分割的土地、房屋等涉案不动产，应当
只对与案件有关的部分进行查封。对
不可分割的土地、房屋等涉案不动产
或者车辆、船舶、航空器以及大型机
器、设备等特定动产，可以查封、扣押、
冻结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与涉案金额相
当的其他财物。犯罪嫌疑人不能提供
的，可以予以整体查封。冻结涉案账
户的款项数额，应当与涉案金额相当。

规定还提出，对不宜查封、扣押、
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
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可以允许有关
当事人继续合理使用，并采取必要的
保值保管措施，以减少侦查办案对正
常办公和合法生产经营的影响。

最高检、公安部出新规：

办理经济犯罪案件
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前
处置涉案财物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本版制图/孙发强

我国婴幼儿奶粉
连续6个月抽检结果合格

全球城市竞争力排行榜中
纽约位居首位，上海排名第七，香港排名第九

研究机构：

今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
上海继续居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田晓航、余
晓洁）在一个种满植物的密闭舱里，一名志愿者正
在进行科学实验——这幅展现“月宫一号”工作场
景的照片，近日同“北美日全食”等一道入选英国
《自然》杂志的2017年最佳科学图片。

据“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刘红介绍，“月宫一号”是我国第一个、世界第
三个生物再生生命保障地基有人综合实验系统。
它的建立使我国在生物再生生命保障领域的研究
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月宫一号”由一个综合舱和两个植物舱组
成。综合舱包括四间卧室、饮食交流工作间、洗漱
间、废物处理和动物养殖间，植物舱种有小麦、蔬
菜等。整个系统可满足四人长期高闭合度的生命
保障需求，开展各种科学实验研究。

“月宫一号”入选《自然》
2017年最佳科学图片

组织抽检婴幼儿配方乳粉

228批次

被抽检样品所检项目全部合格
未检出不合格样品

食药监总局11月

根据食药监总局通告

这是自今年6月以来
连续6个月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结果合格

11月抽检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主要包括

乳基较大婴儿
和

幼儿配方食品

豆基较大婴儿
和

幼儿配方食品

乳基婴儿配方食品
和

豆基婴儿配方食品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等63个指标

检测项目包括

（据新华社香港12月21日电）

排名与2016年基本相同
上海在该评比中已五年蝉联首位

在中国

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20日在香港发布
2017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排行榜”

据悉，中国城市竞争力榜单是该机构历时一
年、对中国3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竞争力进
行分析比较后的最新研究成果

经济 社会 环境 文化

综合计算而成

评价指标包括

四个系统

由综合经济竞争力及人力资本教育竞争力等

10项一级指标

50项二级指标

216项三级指标

同期发布的还有其他20份榜单

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中
深圳、天津及重庆分别位列前三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胡璐、董
峻）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曾衍德21日表示，
2017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
农药利用率稳步提高，已提前三年实现到2020年
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

曾衍德介绍，经科学测算，2017年我国水稻、玉
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比
2015年提高2.6个百分点；农药利用率为38.8%，比
2015年提高2.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农药使用量
已连续三年负增长，化肥使用量已实现零增长。

他认为，化肥、农药利用率提高带来了显著的经
济生态效益。据专家测算，化肥利用率提高2.6个百
分点，相当于减少尿素用量130万吨，减少生产投入
约26亿元。农药利用率提高2.2个百分点，相当于减
少农药使用量3万吨，减少生产投入约12亿元。

为了大力推进化肥减量提效、农药减量控害，
农业部印发《到2020年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
案》，提出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
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

我国化肥农药使用量
提前三年实现零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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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2月21日从山西省高院获
悉，“黑米”黄牛抢购软件案近日在山
西省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3名被告人因制作、销售黄牛抢购
软件被判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