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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FZ

看图说事FZ

据报道，10 月 10 日上午，北京市纪委市
监委罕见地以公开车牌号的方式，通报了 9
起国庆期间公车私用问题，涉及北京市规划
国土委、北辰集团、北京友谊医院等 8 家单位
的 9 台车辆。对于以上问题，北京市纪委市
监委将按照有关程序对相关责任人作出严肃
处理。(10 月 11 日《新京报》)

以往，相关部门曝光公车私用，往往只是
笼统地披露一些数字，并无更多信息。此番
北京市纪委市监委直接向社会公开私用公车

的号牌，简洁明了，直抵要害，让公车违纪行
为无处遁形。这种不含糊的做法，实际上也
是一种公众喜闻乐见的精准反腐。

哪台公车有私用行为，这台车又是哪个
单位的等等，这些具体的信息并非可有可无，
恰恰是公众希望了解的关键信息。直接公开
这些信息，不仅使得违纪者心有戒惧，不敢再
明目张胆私用公车，也会倒逼公车所有单位
改进管理，而社会公众也可据此参与监督，从
而形成一种人人监督的舆论氛围。

事实上，精准反腐得益于制度设计和技
术水平的不断完善。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
术的广泛应用，执纪人员精准掌握每台公车
使用信息不再困难。据介绍，目前北京全市
所有公车均安装了 ETC 卡，公车出入高速路
收费站“有迹可循”。此外，北京市公车还采
用统一定点加油卡，“一车一卡”，按照牌照号
码对号加油。这样，在查处公车私用时，就可
以通过分时段、分节点查询 ETC、加油卡使用
记录等，揪出违规车辆。

一直以来，对于公车私用这类“屁股底下
的腐败”，社会公众深恶痛绝。相关部门也采
取了多种治理措施，然而，尽管三令五申，但
违规行为仍难以绝迹。这表明，有必要以更
凌厉的举措、更严密的制度、更精准的打击，
清除公车私用乱象。

同时，除了要曝光车牌信息，也应该曝光
相关责任人的信息。毕竟，公车私用问题的
症结恰恰在于“人”而非“车”，只要管住了

“人”，也就管住了“车”。 （新京）

长途轮滑
近日，两名山东大学生脚踩轮滑鞋，

利用国庆假期一路从山东滑行至北京，
历时 5 天半完成了一次长达 567 公里的

“长途刷街”。这个不一般的旅行在网
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羡慕他们的
青春，也有人质疑此举太危险。

轮滑作为一种休闲健身运动，只能
在一定范围的场地上活动，如果代步上
路，不仅违反了交通法规，而且存在着
严重的安全隐患。 (北晨)

如今微信朋友圈的投票链接，用户点进
去之后，往往都需要以关注某个公众号，或者
提供个人信息为前提条件，然后才能进行所
谓的“投票”。反观投票举办者，几乎都是商
业机构。也就是说，这些商家通过所谓“投
票”的方式，用最廉价的噱头，换取了用户最
私密的个人信息。(10 月 9 日《新京报》)

当用户投票结束后，“授权”给商家的这
些个人信息就算羊入虎口，轻则是铺天盖地
的商业广告，重则就是利用用户个人信息的

“精准诈骗”。更有甚者，有的投票还需要关
注或下载某款 APP，这些应用也可能存在安
全隐患，或是偷跑流量，或是获取个人信息。

而朋友圈投票数量可以“买卖”，早就是公

开的秘密。一是通过网络刷票的公关公司，以
钱换票大行其道；二是通过平台真金白银购买
礼物，换取对应票数。无论以上哪种形式，都
是在商言商，唯一缺位的就是“公平”二字。

很多朋友圈投票早已蜕变成“传销式”商
业活动。票数不代表真正意愿，只能代表人
脉的宽广程度和烧钱能力大小。其实，包括
被投票人和投票人在内的公众，早就苦不堪
言，为何这类令人厌恶的传销式投票还存在
呢？

说到底，很多朋友圈投票已经成为黑产，
链条上的组织者、技术开发者和运营者都有
巨大利益空间。活动组织者不仅能够通过投
票的方式，“透支”参与者的人脉能力，达到广

为宣传的效果，而且还能通过设置礼物、抽奖
等环节“抽头”获利。技术开发者又伙同网络
刷票公关，人为操控投票结果，花多少钱就有
多少票早已不是新闻。

从法律层面说，拉票本身确实不违反法
律，不过其中几个环节却极有违法可能。

刷礼物换票或奖品环节，非常类似于已
经喊停的“一元夺宝”等形式，组织者若有高
比例抽头，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或开设赌场
罪。至于投票中商家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和
关注公号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我国《网络安
全法》《侵权责任法》《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
释都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触犯者将得到
严惩。 （新京）

轻微事故引拥堵
“理论”双方当重罚

据报道，近日，2 辆小车在乐广高速大
仙岭隧道内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后，双方车
主不顾后来车流，在现场“理论”，导致短
短 20 分钟内，后方积压了长约 7 公里车
龙。因为双方当事人不快速撤离现场，广
东韶关警方开具各罚款 1000 元、吊销驾驶
证的严厉罚单。（10 月 9 日光明网）

或许双方当事人感觉惩罚太重，自家
车子发生交通事故，协商赔偿事宜，也在
情理之中。问题是，这种“讲理”也要分场
合。《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道路
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
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
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况且，在高速公路上，车辆行驶速度
很快，前方受堵车辆急刹，很容易造成交
通事故。高速公路的隧道内，更是危险之
地。发生轻微事故的车辆滞留不撤，阻碍
高速公路交通，一旦发生连环碰撞事故，
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其实，就算“基本事实不清楚”，双方实
在处理不了，按照规定，也应是“迅速报告
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而这起事故发生后，两辆车分别占据
了超车道和中间的行车道，并没有报警处
理，拖延达数十分钟，这种无视他人、只顾
私了的做派，与法律规定相距甚远。

道路是公众的道路，而不是个人的后
花园。对“任性霸道者”予以重罚，见诸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地方性法规，这不仅
是法律的刚性要求，也是对他人权益的真
正负责。对于广大车主来说，这张严厉罚
单的开出，也是深刻的一课。 （新民）

曝光公车私用号牌是精准反腐

朋友圈投票别触犯法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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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搭售乱象
法规要查缺补漏

近日,有网友指出,在某网络平台预订机票、火车票,经常会

被莫名其妙地加入一些费用,预订机票会默认加入28元“酒店

优惠券”,预订高铁票则会默认加入价值 40 元的“VIP 优先出

票”选项。记者测试了 16 家知名网络销售平台,发现总共 9 家

存在搭售现象。

民航部门曾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机票销售行为的通知》,

明确规定“在销售机票时不得以默认选项的方式‘搭售’机票

以外的服务产品”。然而,法理相当清晰,法规也很明确,机票

搭售为何仍旧层出不穷？原因在于仅有规范性规定而缺乏强

制性罚则,导致违规成本过低。所以,要治理机票违规搭售,法

规还需要进一步查缺补漏。 (新快)

精准惩戒欠薪
维护劳动者权益

人社部日前印发暂行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克扣、无故拖欠

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准的；

因拖欠工资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

响的，将被列入拖欠工资“黑名单”。

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是保障农民工合法

权益的重要举措。规范“黑名单”管理，有助于保障制度的科

学性、严谨性，起到精准惩戒拖欠工资等不法行为、切实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之目的。 （湖报）

近日，记者从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公安局
召开的“8·7 系列电信诈骗案”集中返赃大会
上获悉，一对湖北籍的夫妻因生意失败，竟搜
集全国多地民政和卫计部门相关领导的电
话，先后在云南、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地
实施撒网式电信诈骗。在返赃大会上，嘉禾
县公安局将追回的 17.8 万元返还给全国各地
的受害群众。

今年 8 月 7 日，嘉禾县公安局珠泉派出所

接到受害人李某报警，称其在 7 月 27 日接到
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省厅的领导，目前有
一笔上级拨付的专项资金用于公务用车配
备，但需单位自行解决超出部分。李某信以
为真，安排人员将 38000 元通过 ATM 机转入
对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后发现被骗。

接警后，嘉禾县公安局立即抽调刑侦大
队、珠泉派出所民警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
侦破。民警通过调取 ATM 机取款记录等方

式，发现案件所有线索指向贵州省黔西南州
望谟县。随后，专案组民警两次奔赴贵州对
案件线索进行排查，初步锁定嫌疑人。

9 月 20 日，专案组抓获嫌疑人王某雁、张
某枝、王某诚，查扣涉案手机 5 部，手机卡、银
行卡和假身份证数张，冻结涉案银行存款 18
万余元。

据犯罪嫌疑人王某雁和妻子张某枝交
代，他们因做生意亏了钱，便产生通过诈骗获

取钱财的想法。他们从网上购买多张手机卡
和银行卡，查到各地民政部门或卫计部门领
导的信息及电话号码后，冒充上级领导，谎称
近期上级下拨了一批扶贫款，可以给各单位
配发公务用车或者 X 光机、B 超机等各类医
疗设备，但需补齐差价。而收到相关单位汇
来的款项后，王某雁、张某枝便戴上墨镜和帽
子伪装，到 ATM 机上将钱全部取出，有时还
叫上未成年的儿子王某诚一起参与。

嘉禾警方查明，自 2017 年 4 月以来，犯罪
嫌疑人王某雁、张某枝、王某诚等人先后在云
南、湖南、广西、四川、福建等地实施电信诈骗
7 起，涉案价值 26 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雁、张某枝已被依
法刑拘，犯罪嫌疑人王某诚因未达到刑事责
任年龄而终止侦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之
中。 (潇湘)

一男子因感情纠纷失控在江苏昆山市一小区门口持刀行凶

女辅警赤手空拳刀下救人
眼见着一个一米八的歹

徒正拿着尖刀疯狂刺向一
对男女，上班路上的女辅警
立马下车大喊制止，并一把
将行凶者推开，避免了一场
悲 剧 的 发 生 。 这 是 10 月 5
日，发生在江苏昆山市高新
区辖区一小区门口的一幕。

生意失败冒充领导诈骗
一对夫妻带未成年儿子多省实施电信诈骗被抓，湖南警方集中返赃17.8万元

歹徒行凶歹徒行凶，，女辅警冲上前制止女辅警冲上前制止

案情：
歹徒行凶被女辅警制止

10 月 5 日早上，在昆山市高新区辖区一
小区门口发生了疯狂的一幕。一名黑衣男子
原本在路边跟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争执着什
么，见一名蓝衣男子骑着电动车而来，电动车
还未停下来，黑衣男子便冲过去，手里的尖刀
疯狂地刺向对方。身中数刀的蓝衣男子倒地
后，黑衣男子依然疯狂挥舞手中的利刃，不停
刺向对方。

此 时 ，一 个 只 有 1 米 6 高 、身 穿 警 式 制
服 的 女 子 出 现 了 ，她 大 吼 一 声“ 你 干 吗 ”，
然后用力将持刀黑衣男子推开。黑衣男子

回 过 头 吼 道 ：“ 滚 ！”等 意 识 到 面 前 像 是 一
个警察的时候，这名黑衣男子才稍微冷静
下来。

随后，附近的警力很快赶到，倒地的蓝衣
男子也得以及时就医，现已没有生命危险。

这位及时出现的女子便是昆山市公安局
同心派出所女辅警李庆祝，当时，她正驾驶私
家车去单位上班，恰好路过此处。看到有人
持刀行凶，李庆祝来不及多想立即停下车，冲
过去大声喝止并推开歹徒。

从监控视频中，记者看到，电动车还未停
稳，黑衣男子便冲了上来，拿着尖刀直接往蓝
衣男子的腹部插去，连续刺了四五刀后，蓝衣
男子便随着电瓶车倒地，一旁拉架的白衣女

子也被带倒，但黑衣男子还是拿刀乱刺，倒地

的男子强打精神爬起来往远处逃，但是黑衣

持刀男子紧随其后，蓝衣男子又被再一次带

倒。这时，驾驶私家车的女辅警立即下车，衣

服还没扣好便冲过去了。

凶手：
要不是被拦着，会多捅两刀

案发后，昆山警方在案发附近楼中抓获

嫌疑人高某。到底是啥仇怨，让黑衣男子下

如此狠手呢？

经调查得知，高某与当事男女为高中同

学，因感情纠纷萌生杀死对方再自杀的念

头。9 月份，高某来到昆山，多次到被害人居
住地踩点，却发现警方巡防严密，无从下手，
后因钱花光了，铤而走险白天行凶。高某供
述：“本来想作案之后自杀的，遗书都写好
了。”

谈及李庆祝，高某说：“一个女的，个子不
高，就敢冲上来拦着我。我持刀叫她滚开，她
还上来。”高某也坦言：“要不是她拦着，我肯
定会多捅两刀，没想到那个女的这么有刚(方
言：有种)”。

女辅警：
想到穿着制服，就没那么害怕

回忆事发当时，获救者仍是一脸惊恐：
“我当时吓坏了，只看到有个穿警服的女的
大吼一声，然后把高某推开。”随后，获救者
也表示：“真的非常感谢她，不是她拦着，我
朋友估计没命了。”

当问到李庆祝当时其内心所想时，李庆
祝略带腼腆：“当时，就想着不能眼看着别人
在我面前被杀死，其它的没多想。”问到是否
害怕时，李庆祝表情严肃：“嗯，事后回到警务
室，整个人有点发蒙，当时我推开他时，他的
眼睛是血红的，我也担心，但是，想到平时有
困难时都有派出所做后盾，我还穿着制服，就
没那么害怕了。” （扬子）

杀人后潜逃

隐姓埋名16年
浙江永嘉警方跨省缉逃，从云南

抓获犯罪嫌疑人

身负命案，潜逃 16 年，身份漂白，隐姓埋名，到处流浪、露
宿街头，酗酒解压，16 年来最奢侈的生活是连续住了两个月
15 元的小旅馆，这就是身负命案的虞某 16 年的逃跑生涯。9
月 30 日，浙江永嘉警方将犯罪嫌疑人虞某从云南省昆明市押
解回永嘉。至此，永嘉县“2001.03.31”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件予以告破。

男子路上被杀 凶手在云南落网

2001 年 3 月 31 日，永嘉警方接到报警称：在永嘉上塘柯
师湾路上有一男子浑身是血倒在地上。经警方现场勘查，该
男子是永嘉上塘的廖某，在路上被人用刀刺伤后死亡。永嘉
县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案件侦破。

随后，永嘉刑侦部门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确定虞

某有重大嫌疑，当时虞某一直查无踪影。之后，虞某被永

嘉警方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但案件始终未能取得突破

性进展。

16 年来，永嘉警方始终对犯罪嫌疑人虞某紧盯不放，通

过大量的信息研判，发现有一山西籍人员续某与虞某相似，

因此判断虞某极有可能漂白身份。但虞某具有较强反侦查

能力，且很少留下个人信息。随后，永嘉警方开始了大量的

走访，在确定其大致的落脚点后，多次先后奔赴云南昆明、山

西绛县、河北等地展开排查和追捕。

“因具体落脚点不详，但我们获悉有人在昆明这一带看

到他曾出现过，且告知虞某有酗酒习惯，所以我们专案组人

员，每天不是骑着自行车排查几十公里，就是步行十几公里，

把昆明他可能出现的小饭馆都差不多走遍了。”办案民警说。

9 月 30 日，永嘉警方终于在云南省昆明市一工地的路边

将逃避追捕的虞某一举擒获。

与被害人有过节 杀人后潜逃

被抓后的虞某很快交代了当年的作案经过。2001 年，虞
某 20 来岁，当时被害人廖某曾因和他家人有过节到他家争吵
且砸坏他家东西，还一度用语言侮辱过他，他心中就一直有
怨气。案发当晚，他喝了点酒，在回家的路上刚好碰到廖某，
当时两人发生了争执，廖某又用语言不停地侮辱他，喝了酒
的虞某一气之下就拿刀子刺向了廖某。

作案后，虞某简单收拾后就逃离了永嘉，先后辗转于云
南昆明、山西等地打工，并将身份漂白，改为“续某”，但还是
一直提心吊胆地生活，十几年下来一直流浪掩饰自己。他最
好的日子就是在云南一个 15 元的小旅馆连续住了 2 个月，但
都是住同一个房间，因为他说就那个房间最便宜，但更多的
时候他是流浪露宿街头，有时还会向老乡讨钱过日子，但更
多的是买酒喝，因为心理有压力无法排解，只能借酒减压。

目 前 ，虞某已 被 警 方 依 法 刑 事 拘 留 ，案 件 在 进 一 步
审查中。 （浙 新）

（上接 1 版）是所有法官的精神家园，也是所有法官助理的
“加油站”。这就是“民事审判周一课堂”。

该课堂固定在每周星期一上午 8:30-10:00，参加人员包
括全体从事民商事审判的法官和法官助理。两年来，已经开
讲了近 100 期，约合 200 个课时。

“当庭宣判对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
倒逼法官必须加强业务学习。”谭永强告诉记者，“民事审判
周一课堂”如今已经成为了省一中院名副其实的“学习招
牌”，是全院法官、法官助理业务学习与交流审判工作经验的
重要平台。

“为当庭宣判练好兵，我们还充分发挥资深法官和优秀
法官的‘传帮带’作用。”王萍介绍说,“首先，让优质的审判资
源回归办案一线；其次，合理组建审判团队。目前，省一中院
民事口 9 个合议庭都做到了新老搭配、优势互补，法官的司
法能力得到了普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