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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连续12个月同比下降，破
案率同比上升。当前，在高压震慑态势下，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持续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案件多发，且呈现组织化、链条化、技术手段多变、跨境实
施等特征。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二次审议。作为一部“小切口”的专
门立法，草案二审稿在进一步总结反诈工作经验基础上，
着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构建，强化压实各方面的主体责
任和社会责任，加大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罚，在“难点”

“痛点”问题上精准出招。

增加责任主体，强化反诈宣传、预警劝阻

电信网络诈骗是可以预防的，多破案不如少发案。要
把电信网络诈骗防住，关键在各方面共同发力。

此次提请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增加
金融机构、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和新闻媒体单位反电信
网络诈骗宣传的相关义务；扩大预警劝阻的责任主体，增
加其他部门和金融、电信、互联网企业的预警劝阻措施，进
一步释放出反诈工作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明确信号。

“您好，您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了吗？”在办事大
厅，在车站广场……如今，人们感受到反诈宣传形式多样、
无处不在，宣传主体也从公安机关拓展到各相关行业领
域，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正在形成。

预警劝阻，是反诈防诈的重要经验。公安部数据显
示，截至目前，国家反诈中心App已受理群众举报线索
3350余万条，向群众预警2.4亿次；29个省区市的公安机
关开通96110预警劝阻专线……

预警劝阻要跑在犯罪分子前面，关键在于分秒必争、
以快制快。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介绍：“工信
部联合公安部推出12381涉诈预警劝阻系统，升级了‘老
年人亲情号码预警’和‘闪信霸屏预警’功能，大幅提升预
警劝阻效果。去年7月上线以来，累计发送预警短信和闪
信7380万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达6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李小恺认为，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宣传防范和预警
劝阻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同时增加相关部门宣传义务和
预警劝阻责任，有利于营造反诈宣传浓厚氛围，共筑人民

“防线”；有利于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开展预警劝阻，共砌
“防火墙”。

拓展“资金链”治理，提升被骗资金拦截效率

作为侵财类犯罪，电诈违法犯罪分子瞄准的是人民群
众的“钱袋子”。与传统诈骗“面对面”方式不同，诈骗团
伙借助“互联网+金融”非接触式实施犯罪，诱导被害人使
用网络转账，将被骗资金转入由若干“人头”银行账户、支
付账户、收款二维码等构成的非法资金流渠道，进行被骗
资金的在线转移和“清洗”。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电诈违法犯罪分子利用
三方、四方支付、“跑分”平台、数字货币、贸易对冲等多种
方式，不断改变转账洗钱手法，转账速度快、隐蔽性强，给
公安机关追缴赃款工作带来困难，也对全环节“资金链”治
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将涉诈监测治理
对象由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拓展到数字人民币钱包、收款
条码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谢玲认为，将银行
账户、支付账户、收款条码纳入涉诈资金监测，有利于防止
多元化的金融账户构成电诈犯罪洗钱通道，及时发现被骗
资金的转账轨迹，并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予以拦截，为被
害人追赃挽损。

凭借电子支付和资金流转跨行、跨地区、跨境的交易
特征，电诈违法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了达到“取财”目
的，使用“人头”银行账户、“跑分”人员提供的收款卡码，
对被骗资金进行多次转移。

对此，草案二审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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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交易设备位置信
息，可以有效识别从境外发起的可疑交易，评估账户涉诈

风险，为公安机关实施涉案资金止付、查询、冻结争取时
间，提升资金拦截时效。”谢玲说。

加大涉诈惩戒，对涉诈人员可采取限制出境等措施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跨国、跨境组织性、规模性特
征日趋明显。集团头目和骨干往往躲在境外，打着高薪招聘
的幌子，诱骗招募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赴境外从事诈骗活动。

根据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安部一年来先后向重
点国家和地区派出多个工作组开展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
遣返610余名犯罪嫌疑人；组织开展“断流”专案行动，打
掉非法出境团伙1.2万个，抓获偷渡犯罪嫌疑人5.1万名。

目前，赴境外针对国内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大幅减
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有不少犯罪团伙向我公民实
施诈骗活动。办案民警认为，当前种种迹象表明，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集团开始向打击难度更大的境外地区转移并
扩散。

根据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实践需要，反电信
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规定，对特定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
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
罚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对其采取有关限制出境
措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认为，对有关涉诈人员增设
限制出境措施，能够降低电诈案件调查和执法难度，加强
对电诈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与震慑力度，防止境外成为电
信网络诈骗的“法外之地”。

此外，草案二审稿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人员惩处力
度，增加了对电诈违法犯罪分子可以采取限制其有关卡、
账户、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务、暂停新业务、限制入
网等措施。

“电诈违法犯罪分子使用的电话卡、金融账户、互联网
账号是其实施诈骗活动的信息通联工具和资金归集工
具。对因从事电诈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作出一定限
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电话卡、物联网卡、金融账户、互联
网账号的基础管理制度，从源头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郭雳说。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三大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熊 丰 翟 翔

6月以来连续发生6轮强降雨和
强对流天气过程，75条河流127个站
出现超警戒水位，多地出现洪涝、山洪
及地质灾害……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
形势，广西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干
部群众冒雨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筑
起一座座“堤坝”。

强化防洪调度应对超警水位

22日 9时，自治区水文中心继续
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当天一早，自治
区水利厅下派到梧州市的工作组就下
点开展洪水防御工作。“今天是我们到
梧州工作的第6天，工作组每天会检查
水库、堤防、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和山
洪灾害点，督促相关单位按应急预案进
行严防。”工作组成员陈长生说。

在梧州市水利局一间办公室内，
电子屏幕上显示着最新的雨情、水情
等信息。“今年汛期以来，梧州已应对
了西江第1号至第3号洪水过境，预计
西江梧州水文站23日还将出现22米
左右的洪峰水位。”梧州市水利局副局
长邓颖说。

近期，包括梧州在内的广西多地
迎来防汛大考，特别是累积雨量大，雨
落区还与前期高度重叠。据自治区气
象局统计，16日 20时至 22日 06时，
广西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的乡镇有
425个，在全自治区占比34%，主要河
流频频出现超警洪水。

为减轻洪水灾害影响，自治区防
汛抗旱指挥部加大对流域骨干水库、
水电站以及大藤峡水利枢纽等的防
洪调度力度。其中，通过流域防洪工程联合调度，削减西江梧州
河段洪峰流量约10000立方米，降低洪水位4米左右。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采取调度措施，广西本次强降雨洪水过
程累计避免或减少土地淹没面积至少84.8万亩，避免或减少人员
转移约40.91万人次。

及时监测预警确保安全转移

20日凌晨，资源县河口瑶族乡出现特大暴雨，葱坪村下陡水站
2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50毫米。相关预警信息通过县级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实时自动发送至县水利局、乡镇以及村级山洪责任人。

鸣警笛、敲锣、喇叭呼叫……乡里组织18名工作人员迅速赶
到村里，挨家挨户叫醒低洼地区群众，并安排群众转移。虽然暴
雨导致一些房屋损坏、多处路桥塌方，但得益于“应转尽转，应转
快转”，确保了群众生命安全。

立足于关口前移，广西健全完善了暴雨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
机制，根据雨情、水情、灾情及天气趋势预测情况，及早启动应急
响应，为防灾避灾打出更多的提前量。据统计，6月17日至21日
强降雨期间，广西共发布相关灾害预警短信6314.1万条次。

与此同时，各地还加大了地质灾害“人防+技防”预警预报，增
设2000多处专业监测设备，加大对隐患点和风险区的巡查排查
力度。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处长周文介绍，6月1
日以来，广西共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18次，黄色预警130次，追
加黄色预警65次，追加橙色预警26次，广西自然资源系统共派出
工作组1292批次3876人次，巡查排查8500余处地质灾害。

争分夺秒救助受灾群众

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山洪等灾害。广西强化防汛
救灾力量配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最大程度降低损失、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月18日，融水县四荣乡九溪村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引发山
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部分民房被冲垮，进村的道路多处塌方，交
通、通讯一度中断。

危急时刻，“95后”村干部潘紫萍挺身而出，在泥泞的山路上
手脚并用，冒雨行进，挨家挨户动员，分批带领村民突围避险。

“人都出来了，我终于可以放心了。”潘紫萍说。由于提前预警，
九溪村成功避险59人，全村安全转移139人。

梧州市藤县塘步镇禤洲岛位于浔江上，四面环水，17日以
来，由多个政府部门组成的工作组挺进“孤岛”，转移存在受灾
隐患的岛上居民。“我们租用了9条船，成立了突击队，有序组
织群众撤离，并做好到安置点的服务保障工作。”塘步镇副镇长
韦长成说。

在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广西统筹协调抢险救援力量，形
成了以3.49万名专业应急救援人员为先锋力量、21万人的“八桂
应急先锋社区响应队”为保障力量的应急救援队伍体系，共紧急
转移避险20多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8万多人。

（新华社南宁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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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北江今年第2号洪水将发展成
特大洪水。广东启动最高级别的防汛应急响应，党员干部
冲锋一线，转移安置群众，应急救援力量紧急驰援受灾严重
的韶关市、清远市，群众积极自救，重建家园。各方众志成
城，坚决打赢抗洪救灾之战。

拦洪削峰 力保北江安全

北江是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主要流经广东省韶关市、清
远市、佛山市，与西江相通后汇入珠江三角洲。北江安危，
事关下游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城市群安危。

广东省水利厅22日通报，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
响，北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北江干流石角站预计于23日
前后出现20000立方米/秒的洪峰流量，为有数据记载以来
北江下游最大洪水。

北江上游的韶关市在此次洪水中受损严重。22日上
午，记者在韶关中心城区的北江沿岸看到，洪峰过后水位已
开始回落，河堤灯柱上缠绕着厚实的杂草，显示着当时洪水
的凶猛。

北江下游的清远市仍面临严峻汛情。水文部门监测数
据显示，截至22日12时，清远市下辖的英德市城区北江水
位达35.95米，超警戒水位9.95米。

水利部21日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北江今年第2号洪
水将发展成特大洪水，西江今年第4号洪水正在演进，水位
继续上涨并将较长时间维持高水位运行。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22日通报，为避免西江、北江

洪峰叠加遭遇，水利部门启用西江干支流24座大中型水库
拦洪、削峰、错峰，增强大藤峡水库控泄力度。目前，西江主
要水库已拦蓄洪水14亿立方米，全力削减西江下游洪峰流
量，为北江洪水安全宣泄创造有利条件。

众志成城 八方支援

面对汛情，广东迅速应对。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
挥部于21日晚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最高级别，要求重点
地区果断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一项或多项必
要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减
少灾害损失。

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英德市出现山洪、道路塌方、农田受
浸、城市内涝等灾害，24个镇街不同程度受灾。

22日中午，记者在乐广高速连江口出口处看到，通往英
德市连江口镇的公路已被洪水阻断，当地村干部正划着小
船将20箱矿泉水等物资运往村里。

“这几天连下暴雨，昨晚这条路就过不去车了。从今天
上午开始，我们就轮流送矿泉水、面包、方便面等物资进
去。”连江口镇下步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肖春燕说，村里大部
分村民都撤离了，还有一些村民在高处躲避。为了保障村
民生活，当天上午已送了三批物资进村。

在横跨北江的浈江大桥上，记者看到滨江公园内所有
道路都被上涨的洪水浸没，江边栈道的路灯仅露出顶部。
江湾大桥附近江水漫堤，数以百计的党员群众将蓝色沙袋
一个个堆到堤坝加固“防线”。英德市水利局现场工作人员

说，当地已提前调动干警、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加高加固堤
坝，沙袋加筑的堤坝已有300多米长。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调度救援力量和物资紧急支援英德
市。截至22日8时，已从佛山等地调派冲锋舟、橡皮艇共
50艘前往支援，电力部门派出10台发电车前往英德，广州、
惠州等地也派出救援队，驰援英德抢险救灾工作。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修复家园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和水利部门了解到，22日，位于清远
市的潖江蓄滞洪区部分启用，当地已提前紧急转移群众3
万余人。

英德市体育馆是当地受灾群众安置点。记者在现场看
到，体育馆内有上千名受灾群众，篮球场上布满了行军床，
志愿者正在给群众发放水和零食。

“因为地方有限，老人小孩在篮球场上睡行军床，大人
就在座椅上对付一下。”英城镇江湾村村民谭建雄告诉记
者，“早餐很丰富，小孩还有牛奶喝。”

洪峰过境后，重建家园、清淤排涝工作迅速展开。22
日，韶关市区已无降雨，但不少地段仍被水浸。记者顺着北江
两侧的沿江路看到，群众拿着扫把、水桶、铁锹，正在清理一楼
的淤泥和积水，被水浸过的家具也都被拿到街面上晾晒。

韶关市浈江区市场监管部门的几名工作人员正帮沿街
商户清理店铺。东河市场监管所所长雷国飞说，他们向商
户派发防汛灾后指南，帮助经营场所特别是餐饮店进行清
洁消毒，以尽快恢复经营。 （新华社广州6月22日电）

众志成城 广东全力迎战北江特大洪水
新华社记者 田建川 詹奕嘉 熊嘉艺

近期，强降雨“盘踞”南方，高温则持续
“烧烤”北方，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南涝北旱”
是否正常？原因为何？

专家表示，5月以来，我国主雨带主要
影响华南、江南一带，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
过程；而在我国北方，4月初开始水汽条件
较差，气象干旱持续发展，加之6月中旬高
压脊开始发展，导致增温明显，共同造成近
期“南涝北旱”情况较为突出。

6月15日以来，河南、河北、山东、陕西
关中及苏皖北部多地出现35摄氏度至40
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多地35摄氏度以上高
温日数超过6天。监测数据显示，842个气
象站超过35摄氏度，其中，520个气象站超
过37摄氏度，104个气象站超过40摄氏度，
多地突破历史同期极值。当前，华北黄淮等
地高温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22日继续发布
高温橙色预警。

国家气候中心汛期值班首席袁媛表示，
与往年相比，今年区域性高温天气发生的时
间其实相对偏晚。因为前期冷空气比较活
跃，5月至6月前期这段时间，北方相对凉爽。

她分析，造成持续高温天气的原因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北方水汽条件较差，大气较
为干燥，相对湿度较低；二是受高压脊控制，
高空盛行西北下沉气流，太阳辐射强，所以
高温天气开始发展并加强。

“未来一段时间北方高温将逐渐趋于减
弱。而副热带高压北抬后，将主要控制江
南、华南中东部这一带区域，南方高温将再
次发展，可能会出现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温
天气。”袁媛说。

与北方“炙烤”相反，5月以来，华南、江
南等地连续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过程间隔
短，累计雨量大，多地雨量破历史同期极值。

国家气候中心数据显示，华南前汛期自
3月24日开始以来，降水表现为前期偏少、
后期偏多特征。5月10日至6月20日降水
较常年同期偏多63%，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
期最多。入汛以来，区域平均暴雨日数3.9

天，为1961年以来最多。截至20日，闽粤桂琼四省区有16个
国家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月极值，其中广东韶关（286.4毫米，
6月 19 日）、福建松溪（225.6 毫米，6月 18 日）和广西龙胜
（166.9毫米，6月4日）打破当地建站以来最大日雨量纪录。

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周兵表示，南方之所以出
现持续强降雨，一方面是全球变暖背景下，大气环流系统不稳
定性加强，导致降水时对流活动增强、降水效率增高、雨量增
大；另一方面，目前正在持续的拉尼娜事件为今年南海夏季风
爆发偏早、我国雨季进程偏早提供了重要的气候背景，季风环
流引导的西南水汽输送偏强，同时副热带高压位置相对稳定，
利于来自西北太平洋的水汽持续输送影响我国华南、江南一
带；此外，水汽条件充沛的同时，欧亚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经向
度增大，影响我国东部地区的冷空气活动频繁，尤其6月以来
东北冷涡更加活跃并向南发展加强，引导冷空气南下影响我
国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共同导致华南前汛期降水异常偏多。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十天主雨带将呈阶梯状北抬趋势，
华南持续强降雨趋于结束。专家提醒，未来随着台风活跃，南
方地区可能再度遭遇强降雨，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
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城乡积涝等灾害。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一期气候预测公报显示，预计7月，
东北中部和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华东北部、华
南西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和东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
西南部、西藏西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除西南地区南
部、华南西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全国其余地区
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预计在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
可能有2至4个热带气旋生成，接近常年同期（3.8个）到偏少，
其中1至2个热带气旋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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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6月22日拍摄的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体育馆受灾群众安置点。
水利部 6月 21 日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珠江流域北江今年第 2号洪水将发展成特大洪水。

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21 日 22 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Ⅰ级，应急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受灾严重的广东省韶关市、清远市等地。 新华社记者 胡拿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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