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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听取了全国
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周光权作的关于反电信网络诈
骗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此前，
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草案进行了初审。

草案增加规定，反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应当依法进行，维护公民和
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国家秘
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并规定
相应法律责任。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部
门和社会公众建议提高法律责任
部分的罚款幅度，加大对电信网络
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 据此 ，草案

进行了修改补充，增加对电信网络
诈骗分子使用电话卡、 金融账户 、
互联网账号等的限制措施，并增加
限制措施情形﹔根据打击治理跨境
电信网络诈骗的实践需要，增加规
定对有关涉电信网络诈骗人员可
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防范利用金融系统非法转移资
金是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重要
环节 ，经过研究 ，草案作了以下修
改：将涉诈监测治理对象由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扩展到数字人民币钱
包、收款条码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
务﹔增加规定有关部门组织建立为
用户提供查询名下银行账户、支付
账户便捷渠道﹔为保障监测识别异

常账户、可疑交易的有效性，明确金
融机构可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
设备位置信息﹔规定支付机构应当
依照规定完整、准确传输有关交易
信息，防范诈骗分子借此洗钱。

从实践看， 开展有效宣传防范
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经验。 据
此，草案作了以下修改：一是规定增
强公民防范意识和防范能力。 二是
增加金融机构、电信企业、互联网企
业和新闻媒体单位开展反电信网
络诈骗宣传的相关义务。 三是扩大
预警劝阻的责任主体，增加其他有
关部门和金融、电信、互联网企业的
预警劝阻措施。

据《人民日报》

进村居 忙禁毒
6 月 22 日， 张家界市中级人民

法院由党组书记、院长陈建新带队，
深入永定区西溪坪办事处杨家溪
村 ，开展 “政法单位联乡镇 （街道 ）、
政法干警进村居（社区）”活动。 干警
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宣传展板，
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手册等方式
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旨在提高群众
识别、 防范、 抵制毒品的意识和能
力，营造人人参与禁毒的良好氛围。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蒋文娟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
记 者 周 玉 意 通 讯 员
彭新军 李作文

去年以来 ， 陆续有
居民反映怀化市洪江区
高坡街社区佳旺小区出
行道路存在安全隐患 、
小区环境卫生较差等问
题。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
题，该社区迅速行动，通
过 “六单工作法 ”，在区
住建局的支持下， 对小
区门外一段 20 余米长
的险坡进行加固， 解决
了群众出行的安全。 同
时， 小区党群服务驿站
组 织 小 区 居 民 自 筹 资
金， 将小区内花坛修葺
一新，种上绿植和花卉，
整个小区焕然一新。

在“三源共治”建设
中， 高坡街街道探索出
“六单工作法 ”和 “邻里
夜话” 两条腿走路的基
层治理新模式， 破解群
众诉求解决不畅、 责任
主体不清等问题， 助推
解决群众诉求走上 “快
车道”。

“对于群众诉求 ，我
们通过分类整理， 对归
属政府职责范围内的 ，
由社区通过 ‘六单工作
法’，移交相关职能部门
解决； 对于非行政管理
类的诉求，则通过‘邻里
夜话’ 的平台引导群众
采取协商自治的方式解
决。 ”高坡街街道党工委
书记黄婕说。

(转 06 版）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进入二审
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

【开栏语】
今年来，怀化市着眼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怀

化”，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迈上新台阶，在全省首创一
体推进警源、诉源、访源“三源共治”。 目前，“三源共
治”工作已经在五溪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

本报记者深入基层一线，挖掘出一批典型案例，
系统梳理怀化在“三源共治”方面的创新经验，并从
今日起推出“‘三源共治’进行时”系列报道。

“双腿走路”路路通
———怀化市洪江区高坡街街道

办事处“三源共治”侧记

图片新闻 “三源共治”进行时

6 月 26 日， 由中国科协和
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二十四届中国科协年会将在长
沙开幕。

年会期间， 百名两院院士及
国内顶尖专家， 百家全国学会和
地方学会，百所高校、科研院所
及企事业单位都会来参加。

我国科技界的年度盛会
中国科协年会是中国科技

领域高层次、高水平、大规模的
盛会。 其前身为 1999 年设立的
中国科协学术年会 ，2006 年起

转型为大科普、综合交叉、为举
办地服务的综合性科协年会。

作为我国科技界的年度盛
会， 中国科协年会至今已成功
举办了 23 届。

可以看出， 在科技创新这条
不变的主线下，历届年会主题有不
同的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

即将迈入千禧年 ， 首届年
会展望了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
蓝图， 还精心制作了一场大型
科普展览；

2012 年， 第十四届年会在
河北召开， 讨论了当时很热门

的话题：经济结构调整；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

年，从这一年开始，连续三年大
的主题都是“改革开放 创新引
领 ”， 其中 2019 年关注新时代
东北全面振兴；

2021 年， 第二十三届年会
在北京召开， 探讨了如何坚持
创新引领、自立自强，共筑新发
展格局。

即将在湖南召开的第二十
四届年会，在延续上一年“创新
引领 自立自强 ” 主题的基础
上， 聚焦 “打造中部崛起新引

擎”这一议题展开。
湘伴君了解到 ， 中国科协

年会围绕举办地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多学科联动、高层次智库
团队提供决策支持。 有利于发
挥科协组织优势， 推动活动成
果落地转化 ；推进 “科创中国 ”
建设全面提速， 引领高质量发
展。

这些重点活动等你来
本次科技盛会将聚焦贯彻

新发展理念， 设置五大板块 35
项活动，其中体现了不少“湖南

元素”。 “‘科创中国’助力中部
崛起”这一板块值得好好说说。

湖南省党政领导与院士专
家座谈会是其中重头戏。 此前，
由中国科协组建的 10 个院士
专家领衔的调研团队已分赴湖
南各地一线， 结合国家和我省
重大发展战略，针对打造“三个
高地 ”、种业发展 、乡村振兴等
10 个重大课题进行专题调研 。
调研成果如何？ 形成了哪些高
质量决策咨询建议？ 座谈会上
将见分晓。

（转 03 版）

百位院士将齐聚长沙共同见证

一场科技盛会与湖南的“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