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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教师被骗再证整治电信诈骗的必要

来论 没有审核装糊涂，身份证无法被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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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1日讯 今日，湖南省法
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
省委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
组组长黄关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关春指出，在省级统一设立法
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是中央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也
是为把好法官、检察官入口提供专业
支撑的重要平台和组织形式。我省法
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的成立，是我省

司法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
志着我省法官检察官入额遴选工作
进入实质操作阶段，将在推动建设专
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司法队伍、促进公
正廉洁司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会议向遴选委员会专家库专家
颁发了聘书，选举产生了湖南省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并
审议通过了《湖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
委员会章程》、《关于首次遴选入额法
官、检察官的工作意见》。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李翔

重庆女职员李萍因为身份
证被领导借走一个小时， 结果被
卷入一起涉及千万金额和9套房
产的纠纷， 被某房地产公司告上
法庭， 要求与她解除合同及网签
手续，同时返还房产、支付违约金
30多万元。（8月31日《重庆晨报》）

对于时常出现的冒用身份
证的情况，总是让人百思不得其
解：证件都是只能本人使用才有
效， 身份证落到他人手中后，使
用时应该无效。却不是被办手机
卡，就是银行卡，还有的人拿他
人身份证、冒用他人名义搞违法

犯罪活动，因此还发生过很多抓
错人事件，难道不离奇？

重庆这家房地产公司， 当初
卖房的时候，要不是装糊涂，不可
能与持非本人身份证的客户签合
同。何止是房产公司，房管局备案、
银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过程中，
都需要本人亲自到场签字或是经
过公证的委托，才可以。但现实中，
冒用他人身份证一路绿灯地办
卡、买房及其他业务的情况，却不
胜数。这种问题所以非常多，除了
某些商家道德底线失守， 只要能
增加业绩，不管身份证真假，还有

相关法律不够完善的原因。
《居民身份证法》中关于冒

用身份证的问题，只是规定“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 并处200元
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
违法所得”。 而对于审核不严特
别故意放任冒用身份证的问题，
规定则非常含糊：“用证单位不
履行人、证一致性核对责任导致
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实际上
并没有明确的条款追究审核环
节的法律责任。审核环节的无责
无成本，是不是冒用身份证现象

大量存在的根源之一，很值得反
思。而相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总
是批评当事人对身份证保管不
当， 很少针对审核上的“装糊
涂”，我认为板子打歪了。

重庆女子李萍身份证被领
导借用惹麻烦一事，最终是原告
人向她道歉，她也配合房产公司
解除了合同。但我认为，太便宜
这家房地产公司了，应反诉这家
房产公司明知是冒用的身份证，
却配合签订冒名合同以及由此
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民事责任。

■马涤明

网传清华大学一教师遭遇
电信诈骗，被骗1760万元。记者8
月30日从权威渠道证实，目前警
方已介入调查，案件详细情况尚
待相关部门进一步通报。 不过，
网友们更加关注的却是：这个清
华大学老师为啥这么有钱？（8月
31日每日经济新闻）

大数据时代，最廉价的东西
莫过于个人信息。一个朋友自从
去年开通证券账户以来，几乎每
天都会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电
话。他们口音各异，但套路一致，
先自报家门称自己是“XX机
构”，然后问“您最近有在关注股
票吗？” 接着开始推销炒股软件
或者荐股。朋友不胜其烦之下只
好将陌生号码屏蔽，不过世界并

没有安静。自那以后，各路顶着
“美女” 头像的微信便开始请求
添加好友，套路如出一辙。

类似的经历其实不少人遇
到过，绝大多数人也与我朋友一
样直接挂断电话。但是对方并不
沮丧，他们会接着以相同的“开
场白” 打给下一个潜在客户，像
机器一样。他们相信，总会有人
相信他们的说辞。 殷鉴不远，一
周以前的徐玉玉，被诈骗电话骗
走学费9900元，伤心欲绝，不幸
离世。彼时，公众在批评罪魁祸
首的同时，也在呼吁学生们要提
高防骗意识，甚至有人调侃“傻
子太多，骗子不够用”。此时，清
华大学教师被骗，而且还是1760
万元之巨， 最高学府的教师，人

傻吗？怎么会着了骗子的道？
有时候，在骗子跟前，即使

再提高一万个警惕，也同样改变
不了被骗的结果。寄希望于公众
提高警惕防止被骗，是站不住脚
的；受骗人被骗以后被指摘“智
商”不够，更是不道德的。清华教
师被骗， 网友们围观却走了偏，
“看热闹不怕事大”，不去声斥诈
骗者也没有去同情受害者，关注
的却是清华教师为啥这么有钱，
这对受害者无异于落井下石。

电信诈骗呈越来越猖獗之
势， 已成一大严重的社会公害。
近几年来，它以每年20%-30%的
速度快速增长。 据统计，2015年
全国电信诈骗发案高达59.9万
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若是

再不强力整治电信诈骗，你我皆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而徐
玉玉案从发生到破案不过一周
时间，让我们知道整治电信诈骗
非不能是不为，只要重视，并非
无解。

公安部副部长李伟此前表
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无论案值
大小，符合立案条件的，要一律
立为刑事案件。以往电信诈骗猖
獗，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打击不
力， 致使很多犯罪分子逍遥法
外，这种放纵只会让他们有恃无
恐。相反，假如发生一起立案一
起，并且可像徐玉玉案一样快速
侦破，还会有那么多不法分子铤
而走险吗？

■本报评论员 李成辉

本报8月31日讯 近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积
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
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实施
方案》并明确，我省将围绕打
造区域性消费中心，重点推动
六大领域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面向六大领域

顺应全省人民群众消费
升级的要求， 我省将紧密结
合全省实际推进供给侧改
革， 重点推动服务、 信息、绿
色、时尚、品质、农村等六大领
域消费升级。

在服务消费方面，我省将
大力推进康复护理、 健康保
险、健康咨询、中医保健、体育
健身、高端医疗、生物医药、森
林康养等健康消费行业发
展， 并挖掘文化体育旅游、游
轮游艇旅游、 森林湿地旅游、
自驾车旅游、保健旅游、工业
旅游、研学旅游等新兴旅游市
场，推动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实施消费升级十大重点行动

方案中明确，我省将推出
十大重点行动推动实施消费

升级， 包括城镇商品销售畅
通、农村消费升级、居民住房
改善、汽车消费促进、旅游休
闲升级、 康养家政服务扩容
提质、 教育文化信息消费创
新、体育健身消费扩容、绿色
消费壮大等。

如居民住房改善行动，将
推动用足用好住房公积金，
允许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
资金随工作地点变动进行跨
省跨市转移接续，并积极开展
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业务。推
进住宅小区采暖改造，落实利
用地热能供暖制冷工程项目
享受居民用电价格等。

在汽车消费促进行动方
面，将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
境 ， 积极扩大省产汽车销
售，逐步扩大放宽皮卡进城
限制试点范围，争取我省进
入全国第二批“放宽对皮卡
进城省份试点”。 支持各地
加快建设停车场，支持有条
件的保险公司开展汽车“三
包”责任保险试点等。

全面改善优化消费环境

有了良好的消费环境，消

费者才能放心安心消费，消
费需求才能有效释放。 要围
绕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良
好消费环境，推进4项重点任
务。

方案中明确，要全面提高
标准化水平， 制订或修订传
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关键标准，增强检验检
测和认证认可能力建设。同
时， 要完善质量监管体系，
建立健全省、市、县三级产
品质量监督抽查体系，尤其
在儿童用品、 食品药品、日
用品等领域，要建立全过程
质量安全追溯、 召回制度，
逐步将涉及人身、财产安全
的消费品全部纳入召回范
围， 并建立电子商务产品质
量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
查处机制等。

此外，还将改善社会信
用环境，加强对失信行为信
息的公示和共享，建立信用
分类标准、“黑名单”及联合
惩戒等制度，严格查处价格
欺诈 、 虚假宣传等违法行
为，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举
报制度。

■记者 杨田风

新消费引领新供给 我省将实施消费升级十大重点行动

个人住房公积金允许跨省市转移接续

我省成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