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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两卡”，3199人被禁用移动支付
我省“断卡”行动打掉黑灰产团伙289个 被惩戒者5年内只能用现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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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月12日从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人社部
印发通知，支持企业自主开展
技能人才评价、发放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同时建立健全职业
技能等级认定与专业技术职
称评审的贯通机制。这意味着，
快递员、育儿嫂等“蓝领”，也能
像医生、工程师等“白领”一样
参加职称评定了。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共
有1.7亿左右技能劳动者。长
期以来，企业对“蓝领”和“白
领”执行两套不同的职业能力
评价体系，前者按照五级技工
的等级认定，后者沿用专业技
术职称体系， 二者互不相通。
这不仅一定程度造成“蓝领”
“白领”待遇的差距，也给技能
人才的职业发展带来障碍。

“建立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与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贯通机
制，顺应了人才融合发展的趋
势，有利于破除身份、学历、资

历等障碍，贯通技能人才职业
发展通道，搭建企业人才成长
立交桥。” 人社部职业能力建
设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逐步扩大贯通领域，能扩尽
扩，能融尽融。

通知明确，按照“谁用人、
谁评价、谁发证、谁负责”的原
则，将支持各级各类企业自主
确定技能人才评价范围，自主
设置职业技能等级。企业按规
定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纳入各级人社部门建设的证
书查询系统，向社会公开。

通知还提出，鼓励备案企
业申请为社会培训评价组
织， 为其他中小企业和社会
人员提供人才评价服务。人
社部门要按照属地原则，建
立信息互通、结果互认机制；
要将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的人员纳入人才统计范围，
并按规定落实相应人才政
策。 ■据新华社

“高低杆”“超长杆”“阴阳
杆”、 违规设卡……这些不能
过的限高杆、随意设置的检查
卡点着实让人堵心，也影响到
了经济社会发展。记者11月12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从今以
后，这些人为给路“添堵”的乱
象将得到整治。

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日
前印发通知，要求对违法违规
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
卡点，一律拆除或取缔。

根据《关于深入开展道路
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专
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除确因
保护上跨桥梁和隧道、收费站
以及乡道、村道安全需要设置
的限高限宽设施可予保留外，
其余限高限宽设施和违法违
规设置的检查卡点，一律拆除
或取缔。

通知指出， 以交通管控、
污染防治为名，在公路和城市
道路上设置的限高限宽设施，
必须坚决拆除；在国道、省道、
县道以及城市道路上设置的侵
入建筑限界的限高限宽设施，
除符合有关要求外， 必须坚决
拆除； 违反《公路安全保护条
例》规定，未经县级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或者乡级人民政府依法
批准，擅自在乡道、村道上设置
的限高限宽设施， 必须坚决拆
除；在乡道、村道上设置的影响
卫生急救和消防车辆应急通行
的、存在安全隐患的、用于向通
行车辆收费的限高限宽设施，
必须坚决拆除。

根据通知，除公安、交通
运输、林业、动物防疫部门之
外，其他部门在公路或城市道
路上设置的检查卡点，必须坚
决取缔；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或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批
准，公安、交通运输、林业、动
物防疫部门在公路或城市道
路上设置的承担行政检查、行
政处罚的固定检查卡点，必须
坚决取缔。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督查
室公开通报了河北、 山东、河
南等省部分公路和城市道路
违规设置限高限宽设施和检
查卡点，严重影响货车通行效
率和道路交通安全等问题。通
知要求，上述地区要坚决立整
立改，确保11月20日前全面完
成违法违规设置的限高限宽
设施和检查卡点拆除或取缔
工作。 ■据新华社

2月11日， 郴州资兴公
安机关在侦办一起非法拘
禁案件过程中，发现一个涉
及全国多个省市区非法贩
卖“四件套”（银行卡、U盾、
手机卡、 身份证资料）、“八
件套”（对公银行卡、U盾、法
人身份证、 公司营业执照、
对公账户、公章、法人私章、
对公开户许可证）的黑灰产
犯罪团伙。警方查实涉及湖
南省130多条、 涉及全国27
个省市区5000多条贩卖“四
件套”“八件套” 的线索，涉
案资金上千亿元。

“2·11专案” 是涵盖从
国内最底层贩卖卡人、中间
中转人、最顶层老板，以及
对接到境外的中转层级全
链条的打击。郴州资兴公安
局网安大队“2·11”专案组民
警李莹介绍， 此次专案侦破
了欧阳某明、欧阳某林、陈某
军涉嫌贩卖银行卡四件套、
八件套的三个团伙， 以及境
内的三个较大的对外贩卖、
转运银行卡运输窝点。 这些
犯罪团伙主要是将“两卡”贩
卖至境外的菲律宾、 马来西
亚等多地，规模庞大，涉及到
了全国29个省份。

7月中旬以来， 在湖南
省公安厅统一指挥下，郴州
市公安局调集 700余名警
力，长沙、衡阳、岳阳、永州
等地公安机关紧密配合，在
全国9省19市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抓获顶层组织者等犯
罪嫌疑人338名， 打掉非法
贩卖银行账户、洗钱等黑灰
产犯罪团伙9个， 捣毁窝点
49个，查处向境外非法邮寄
银行卡物流公司3家。

公安部据此指挥发起
全国集群战役，抓获非法贩
卖“两卡”犯罪嫌疑人3200
余名。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警翟安介
绍，这些人受到如此严惩，源于其利
用银行卡、电话卡“两卡”进行贩卖、
诈骗活动。

近年来，出售、贩卖对公账户、
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违法犯罪行
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加剧
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

《刑法》规定，非法持有他人信
用卡数量较大的，涉嫌妨害信用卡
管理罪；将本人、他人的银行卡、手
机卡，支付宝、微信等网络账号出
售、出租、出借给犯罪集团的，涉嫌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公安机
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于非法出租、出售、出借手机
卡、银行账户的单位和个人，银行、
通信管理部门也将作出相应惩戒：
银行方面，实施5年内暂停其个人名

下银行账户非柜面业务、 支付账户
所有业务，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并
将其违法违规行为纳入金融信用基
础数据库管理，记录至个人征信。通
信方面， 关停其名下登记的所有移
动电话号码， 两年内限制其办理移
动电话新入网、过户等电信业务。

“除了名下的所有手机号码等
通信业务一律全部关停， 支付宝、
微信支付也会受影响。有些小便宜
别贪，有些‘网络兼职’别碰！”警方
提醒， 广大市民应当坚决抵制赌
博、“跑分”等非法平台活动，注意
保护个人隐私信息，不要被网络上
不切实际的高额利润所诱惑，更不
要因为一时图利，随意出租出借自
己的身份信息、个人账号、支付账
户等，以免沦为犯罪分子实施违法
犯罪的工具。

今年10月，为严厉打击整治非
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
罪活动，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高发多发态势，国务院打击治理
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
联席会部署于10月10日起在全国
范围内开展以打击、治理、惩戒非
法开办贩卖电话卡、银行卡违法犯
罪团伙为主要内容的“断卡”行动。

据省公安厅通报， 自全国“断
卡”行动开展以来，全省公安机关共
捣毁黑灰产窝点289个， 抓获犯罪
嫌疑人2254名， 查获个人银行卡
7408张、对公账户1175套、手机卡

115157张，惩戒失信人员3199名。
10月10日，省公安厅发布《关

于敦促注销非法出租、出售、出借
手机卡、银行账户的通告》（以下简
称《通告》）。《通告》指出，自《通告》
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11月30日，
公安部门对主动到银行、通讯运营
商网点注销非法出租、出售、出借
手机卡、银行账户的个人（单位），
依法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对在
规定期限内不注销开户的个人（单
位）， 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
击。 ■记者 杨洁规 田甜

通讯员 廖吕俊 陈研

【惩戒】 5年内禁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成绩】 我省打掉黑灰产团伙289个

摧毁特大贩卖
“两卡”黑灰产链条
涉及29省，资金上千亿

违法限高限宽设施
一律拆除取缔
四部门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11月12日， 记者从省公安
厅获悉， 湖南开展打击“两卡”
（银行卡和电话卡） 专项行动以
来， 有3199人因出售出租出借
银行账户、个人银行卡等失信行
为被惩戒， 他们将受到5年内只
能使用现金消费，不能使用移动
支付功能、不能注册支付宝账户
和开通微信支付等惩戒。

当日， 省公安厅还通报，由
公安部督办的“2·11”特大贩卖

“两卡”犯罪专案成功告破，这是
湖南公安机关今年侦破的最大
一起贩卖“两
卡”犯罪案件。

警方查获的手机、手机卡等作案工具。 通讯员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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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卡”行动，断的是什么卡？
“断卡”行动中的两卡是指手机卡、银行卡。银行卡既包括个人

银行卡，也包括对公账户及结算卡，同时还包括非银行支付机构账
户，即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

为什么要断卡呢？
“实名不实人”的电话卡，不但被犯罪分子用于电信诈骗，还会被用

来实施网络贩毒、网络赌博等犯罪，这些犯罪所得的钱款大部分都是通
过买卖的银行卡、对公账户或者第三方支付账户走账，难以追查和打击。

“断卡”行动打击哪些人？
打击两卡买卖链条中的所有人，包括：开卡团伙，诱骗或者组

织他人办卡的带队团伙，收卡团伙，以及贩卡团伙。

人社部：技能等级评定，企业说了算
快递员、育儿嫂也能评职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