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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网页时，看到热播电视连续剧全集
资源， 想一睹为快， 没想到被骗去 4000 多
元，这次受骗经历让蔡军（化名）后悔不已。
前不久，安徽省蚌埠市警方重拳出击，远赴
辽宁省成功打掉一电信诈骗团伙，破获跨区
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20 余起， 涉案金额 5
万余元。 令人惊讶的是，3 名犯罪嫌疑人均
为在校学生，均未满 20岁。

“蔡军当晚在网上浏览网页时，无意中
在贴吧里看到有人出售一部热播电视剧的
全集资源， 便通过 QQ 号联系了那个卖
家。 ”民警介绍说。 对方通过QQ向他发送
了一组二维码，蔡军按照对方的要求扫了二
维码后，发现自己支付宝绑定的银行卡内的
现金共分 4 次， 总共向对方支付了 4000 余
元。“我当时感觉情况不对，便通过 QQ 联
系‘卖家’客服，发现对方已将我拉黑。 ”随
后，蔡军向警方报案。

蚌埠市公安局禹会分局责任区刑侦一
队接警后，立即展开侦查工作。 通过十余天
缜密侦查和信息研判，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的真实身份及活动轨迹，于是立即组织精
干力量奔赴辽宁省营口市。 今年 10 月 9 日
上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禹会分局的民
警一举将徐某等 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当
场查获手机、银行卡等作案工具。

经审查， 犯罪嫌疑人对实施电信网络
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自今年 7 月以
来，3 名犯罪嫌疑人在互联网上发布出售可
以观看热播电视连续剧全集的虚假信息，
骗取不特定受害人信任， 利用篡改的支付
宝二维码，向受害人发送虚假收款二维码信
息实施诈骗，作案 20 余起，涉案金额 5 万余
元。

据交代， 该团伙 3 名成员在作案过程
中分工明确。 一名主犯联系上家，以可以
购买游戏账号或提前观看热门电视连续
剧等虚假信息为诱饵，其余两名犯罪嫌疑
人负责编辑支付宝收款二维码收款，实施
诈骗。

“之所以会走上这条路，是因为平时需
要花销， 实施诈骗能从中获利来维持生

活。 ”徐某等 3 人交代说。
经警方调查，3 名犯罪嫌疑人均为辽宁

某学院在校学生，从网上借贷平台贷款，用
于平时的消费，由于无力偿还，即以此方法
实施诈骗。 还因不能及时归还贷款，他们被
列入失信人员， 被禁止乘坐高铁等快速交
通工具。

“犯罪嫌疑人处在最后一年实习阶段，
已经不在学校就读， 因为没有固定收入，再
加上平时又喜欢上网，在网上认识了一些网
络诈骗犯罪分子，被带入歧途。 ”办案民警
说。

“通过诱骗扫码，然后窃取扫码手机绑
定的银行卡中的钱， 是一种新型的诈骗犯
罪。”安徽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斌说。吕斌建
议，不要过于相信网络上的“扫码”信息，要
保持谨慎态度，不扫有风险的二维码，不轻
易相信未经核实的信息。 如发现被骗，要立
即报警， 时间延误可能会使罪犯销毁证据、
逃脱法律处罚。

王磊 王海涵

格言：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
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北宋，王安石《周公》
解读：制定好的法律在全天下实行，

那么全天下就安定； 制定好的法律在一
个国家实行，那么这个国家就安定。

11 月 24 日，云南首例因辍学引发的“官告民”案件，在怒江州兰
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啦井镇新建村公开审理。 据了解，为依法维护适
龄儿童少年享受义务教育权益，该县啦井镇人民政府将 5户学生家长
告上法庭，要求依法判令学生家长立即送子女入学并完成义务教育。
经过庭审，家长认识到了“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纷纷表示，今后要
好好教育孩子，尽力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熊强 王琪琦 李春珍

在组织幼儿园的孩子们进行活动时，湖北大
冶市一名女子因班上孩子不听话，将其训斥一番
后还将孩子提起甩到床上，结果，把孩子撞成了
轻伤二级。案发后，她主动投案。湖北省大冶市人
民法院近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了该案判
决书。 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故意伤害公民身体，
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 该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
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8个月，缓刑 1年。 此前，涉事
幼儿园和王某还赔付了孩子 23万余元。

谭君

事件回放：2017 年 7 月 24 日早上，4 岁
女童欣欣在非机动车道内摔倒后脸上出现
大面积擦伤，女童家人认为系电动两轮车碰
撞所致，而电动两轮车车主石女士则表示根
本没有与女童发生接触。 由于交警无法鉴定
电动车损害程度及剐撞位置，事故发生位置
又恰好位于摄像头未能覆盖事故现场，最终
交警队认为该事故的事实不清，不确定石女
士和女童的责任。 女童家人为此起诉电动两
轮车车主，索赔各类损失 3.6万元。北京通州

区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综合考
量案件各类证据及当事人情况，原告与被告
在此案中均有过错， 各自承担五成责任，故
判决被告赔付 5000余元。

说法：审理此案的法官强调，女童的伤情
应为受到外部冲击或者急速躲闪摔倒所致，
石女士对女童的剐擦可能比较轻微， 双方也
有可能未发生碰撞。法律规定，发生碰撞或者
接触并非交通事故形成的必要条件。 作为电
动两轮车， 无论车体质量抑或行驶速度所带

来的冲击对 4岁女童而言均难以承受， 石女
士作为驾驶人未尽注意义务，合理避让行人，
对于女童的受伤具有一定的过错， 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法官解释，女童与家长未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 对此次事故的发生也存在
一定过错。由于此案没有直接证据，判决系综
合考量做出，因此在赔偿数额上，会对赔偿方
相应照顾一些。经过严谨的审查，认定原告的
合理损失应该在 1万余元， 因此判决被告承
担 5000余元的赔偿。 杨琳

日本法律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 日本在 2000 年制定第一部
《儿童虐待防止法》，2004 年修改该
法和《儿童福利法》，强化市、町、村一
级行政部门和各类机构团体保护受
虐儿童的机制，强调早发现、早应对、
深沟通。目前已有 96%日本市、町、村
一级自治体建立了“保护儿童地域
网”，参与机构包括市町村地方政府、
民间团体、学校、警察、保健所、家庭
儿童咨询室、教育中心、儿童福利设
施、医疗机构等。

《儿童虐待防止法》规定身体虐
待、性虐待、疏忽照顾、情感虐待，都
属于虐待行为。 其中，疏忽照顾是指
对孩子置之不理， 比如把孩子关屋
里，不给吃饭，不给食物，或不给洗
澡；情感虐待则指用暴力语言威慑孩
子。 2011 年最新一次《儿童福利法》
修改中，强化了儿童咨询所和福利设
施负责人的监护权托管权限。根据这
一修正法，对虐待孩子的父母最多可
剥夺 2年“亲权”。

地方行政方面，日本建立旨在应
对和防范虐童的儿童咨询所制度。 统计数据
显示，儿童咨询所和市町村行政部门受理的
虐待咨询基本各占一半。 日本厚生劳动省资
料显示，日本共有 206 个“儿童咨询所”，其
中 128 家设有临时保护所，基本覆盖日本各
地，比如东京就有 11个儿童咨询所。 日本设
有一条全国电话热线，可转接到拨出电话所
在电信管区的儿童咨询所。

里亲制度也是支援受虐儿童的机制之
一。 根据这一制度，对于丧失监护人或者监
护人不够格的受虐儿童，可以由都道府县一
级地方政府委托“里亲”（无论是否有亲属关
系）代为抚养，必要的抚养费用由地方政府
承担。

宗和

名校法学硕士夫妻竟
发展学生建传销团伙

一对夫妻，各自就读于 985高校，都是法学硕
士。毕业后两人竟干起了传销勾当。近日，安徽合
肥瑶海警方侦破一起特大传销案， 刑拘 11 名老
总， 而小卢和赵某夫妇就是老总中的其中两名。
据了解，小卢和赵某毕业于不同的 985高校，同为
2009 级法学硕士，一个研究法学一个研究刑事法
学。 毕业后，小卢来到某民办高校任教，赵某则成
为某银行正式职工。“小卢来了以后，拉了很多他
的学生，然后通过这些学生发展大量下线。 ”民警
称，目前此案刑拘了 11 名头目，有 4 人曾经是小
卢学生。 民警表示，小卢夫妻落网后，他们查获了
大量有关传销方面的法律研究笔记，“两人知道传
销是违法犯罪，但就想着如何在多挣钱的情况下
去规避打击。 ” 李萌

最高法：仅凭个人喜好改姓不合法
父母给孩子创新姓氏落户被拒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第 17 批共 5 件指导
性案例，《“北雁云依” 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
局燕山派出所公安行政登记案》入选其中。 据了
解，吕晓峰、张瑞峥夫妇为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北
雁云依”，办理户口登记时，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
历下区分局燕山派出所以孩子姓氏必须随父姓
或母姓为由，不予上户口。 为此，吕晓峰夫妇向法
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确认被告燕山派出所拒绝
以“北雁云依”为姓名办理户口登记的行为违法。
法院最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该指导案例旨
在明确公民选取或创设姓氏应当符合中华传统
文化和伦理观念。 仅凭个人喜好和愿望在父姓、
母姓之外选取其他姓氏或者创设新的姓氏，不属
于民法通则、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有不违反
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李豪 董凡超

幼儿园女子将孩子甩床上
致轻伤获刑 8个月

义务教育阶段辍学
镇政府状告 5名学生家长

事件回放：2017 年 4 月 23 日午后，家住
四川富顺县永年镇的 16 岁男孩小张与 8 名
伙伴相互邀约至当地一座水库游玩。 抵达
后，小张见水边有一艘停靠着的木船，遂提
议将其推入水中划行。 多名孩子在船上一边
划船一边嬉戏打闹，小张在该过程中不幸溺
水身亡。 小张的父母认为，水库周边未设置
任何警示标志，且管理方未对库区船只进行
有效管理，造成存在安全隐患的船只被轻易
划走；与此同时，小刘等同游伙伴在水中嬉
闹的行为加重了危险的发生。 因此，水库管

理单位和小刘等同伴应当对小张溺水死亡
的后果承担共同赔偿责任。 小张的父母一纸
诉状将事发当天与儿子同游的 8 人和水库
管理单位告上了法庭。

说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水库管理单
位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对明显存在
漏水安全隐患的木船疏于管理和维护，致使
死者及其同伴将存在安全隐患的木船拖入
水中，因木船漏水导致死者溺亡，对事故发
生承担次要责任；与死者在划船过程中相互
嬉戏的 5 名未成年人的行为，系二人以上实

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后果，应当承担次
要责任，由于不能确定责任大小，故由 5人承
担同等责任；未参与下水游泳、划船的 3 人，
不承担责任。 法院依法判决，水库管理单位
承担 15%的赔偿责任， 参与划船的 5 名未成
年人的监护人各承担 3%的赔偿责任。之所以
另 3名小孩不承担责任，办案法官解释称，经
调查核实，3 人在整个游玩过程中自始至终
没有参与推船、嬉戏、打闹和游泳，所以在该
事件中不存在过错，遂不承担责任。

袁伟

男孩溺亡 未下水嬉闹 3人不担责

3 个大学生的
“二维码”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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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避让摔伤 骑车者赔偿 5000元

警钟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