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6 年间有几千人因“炸油条”
被判刑。这些人在炸油条的过程中使用了明矾作为添
加剂，而明矾中含有铝。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 GB2760-2014》的规定，食品中铝的残留量不得超过
100 毫克/千克（干重），并且油条作为油炸食品是可以使
用食用明矾的。

这几千人被判刑的原因几乎都是油条中的铝含量
超标。但其中不少人都表示，不知道油条中会存在铝残
留一事。

被判刑的人大多都上诉

此前，在 4 月 19 日的国际食品安全大会上，食品安
全权威专家陈君石院士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近年来，对
于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量使用的问题，一些地方的‘公
检法’介入，把人抓了，判了刑，最典型的就是油条中铝
超标的案子。根据刑法，一定要对消费者造成危害的才
能入刑，但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

记者发现，在“裁判文书网”公布的相关裁定书中，
大多都是二审刑事裁定书。也就是说这些人都对一审
判决不服，提出上诉，其中不少人都表示，不知道油条中
会存在铝残留一事。

2016 年 6 月，裁判文书网公布了一则“林某甲、林某
乙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二审刑事判决书”。

判决书显示，2013 年 11 月份开始，被告人林某甲等
人使用明矾、苏打粉等食品添加剂生产油条，用以批发
和零售。其中被告人林某甲负责购买明矾、苏打粉等材
料，被告人林某乙负责将面粉、明矾、苏打粉揉制成炸油
条的面团，再由苏某负责油炸制成成品。平均每天生产
近 200 条油条。

2014 年 12 月 22 日 10 时许，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伦
教派出所联合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检查，现场起
获成品油条及明矾、苏打粉等食品添加剂。

经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检测，起获的成品
油条铝残留量为 974mg/kg。

2014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5 部门联合发文称，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国家禁止将酸性磷酸铝钠、硅铝酸钠
和辛烯基琥珀酸铝淀粉用于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和使
用，膨化食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小麦粉

及其制品（除油炸面制品、面糊、裹粉、煎炸粉外）生产中
不得使用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

而按照 2014 年 12 月 24 日发布、自 2015 年 5 月 24 起
正式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油炸面制品的铝残留量不得超过 100mg/kg。

林某甲和林某乙被查时间，刚好处于这两项规定发
布间隙。

最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甲、林某乙违反国
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查获的油条中铝残留量检测结果不合格，足以
造成严重食源性疾病，侵犯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和消
费者的健康权利，其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罪。

随后，林某乙不服，提出上诉称他不知道油条中会
存在铝残留一事；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他时间生产、销
售的油条是否存在铝残留量；从未造成任何食物中毒或
食源性疾病；所销售油条均系零售，并未批发；他是初
犯、偶犯，原审量刑过重。在二审判决中，两人量刑均有
减轻。

一次抽检能否证明所有油条都不合格？

记者注意到，在很多人的辩护意见中，都提到了“一
次抽检不合格不能证明至案发以来所生产油条都不合
格”。

5 月 5 日和 5 月 15 日，裁判文书网分别公布了两则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

两名被告人马平秀和房计中都用含有“铝”的“钾明
矾”加工油条并销售给附近居民食用，经检测，两人所售
的油条结果均为“不合格”。

一审法院河北省邱县法院认定两人均犯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随后，马平秀和房计中分别对判决表示不服，提出
上诉。

记者发现，两人的辩护律师都是曹鹏搏，辩护意见
也几乎一致。辩护意见认为，一次抽检不合格不能证明
被告人多年以来所有油条都不合格，没有证据证明食用
一次超标油条就能达到法律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
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五

部门出台的关于调整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公告
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才禁止将硫酸铝钾等用于小麦粉及
其制品生产，且油炸面制品除外，被告人此前的行为不
应认定为犯罪；原判决认定销售额的证据不足，判决的
罚金过高。

在二审判决中，两人的罚金均降为一审的一半，其
他判决维持一审判决。

上诉后改判的只是个例，多数上诉者都认为原判量
刑过重，请求从轻改判，得到的二审判决都是维持原判。

“相关监管部门宣传不到位”也是上诉者常提到的
一点。

此前有媒体曾报道过一个案例，河北邯郸的柴清林
经营着一个早餐摊，主营粥和油条。2015 年底的一天，
峰峰矿区公安分局食品药品安全保卫大队工作人员来
到摊位抽检油条。

在抽检中，柴清林油条的铝含量为 1150mg/kg，超标
10 倍之多。但他觉得委屈：“根本没人告诉过我，监管部
门的人还经常来买我的油条吃呢。”摆摊近两年，他一直
使用传统方法炸油条，凭经验添加明矾，并不知道油条
中铝含量多少才算超标。

2018 年，广西轻工产品检验站曾发布《南京市油条
中铝残留水平安全调查》一文，在 15 份油条样品中，只
有 4 份未检测出铝残留，4 份铝残留低于国家标准，其余
7 份样品残留量最高值超过国家规定的 6 倍。

2015 年吉林化工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也曾发
布过《吉林市油条中铝含量调查》，41 个样本中近四分之
一都超标。

此前有调查表明，贵州贵阳市、重庆市渝中区、陕西
咸阳市和河南濮阳市油条铝超标率分别为 100%、98%、
88%和 51.1%。

在这些样本中，街边摊点的油条铝超标率明显高于
餐饮店。《吉林市油条中铝含量调查》中指出，主要是因
为这类个体摊点大多为现做现卖，不利于监管。

记者梳理裁判文书网上油条铝含量超标的相关案
件，大都属于刑事案由。常规操作是被查处后，被移交
至检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

“如果不尽快明确标准，很容易激起执法者以刑事
手段惩罚行政违法的冲动。”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安全
专家此前对媒体说道。 （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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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法手段，窃取正规招聘网站 2 亿条用户
简历；

——把简历数据“打造”成公司产品，卖到不同行业
领域，非法获利过亿……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获悉，按照公安部
“净网 2019”专项行动部署，北京警方近期破获备受关注
的巧达科技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这家企业
非法窃取用户数据，数量之大、牟利之巨，令人咋舌，公
司法人王某某等 36 人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大数据行业中数据造假，窃
取、买卖公民信息等乱象频发，不断触碰数据安全和法
律底线，亟待加强治理、规范发展。

起底巧达科技“黑产”：最大简历库
全凭窃取

去年 10 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警务支援大队接
到辖区某互联网公司报案称，发现有人在互联网上兜售
疑似为该公司的用户信息。根据这条线索，警方迅速开
展调查，巧达科技（北京）有限公司非法窃取信息的犯罪
事实逐渐浮出水面。今年 3 月，巧达科技被查封，涉案
员工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公开资料显示，巧达科技成立于 2014 年 7 月，号称
拥有中国最大的简历数据库。这些简历信息等数据被
用在教育培训、保险、招聘等行业，为巧达科技带来了大
量收入。2017 年，该公司全年收入 4.11 亿元，净利润
1.86 亿元。

然而，警方查明，与正规招聘网站的简历由用户自
己上传不同，巧达科技的简历数据库全部是通过非法手
段窃取而来。“嫌疑人通过利用大量代理 IP 地址、伪造设

备标识等技术手段，绕过招聘网站服务器防护策略，窃
取存放在服务器上的用户数据。”网安总队办案民警李
文涛说，从不同网站窃取来的信息被重新合并、排列，重
名或是信息不全的信息经过“再比对”后形成完整的简
历和用户画像。

据悉，巧达科技非法获取的简历超过 2 亿条。基于
这些数据，公司开发了“72 招浏览器”，将其简历数据库
以 13800 元每年的价格卖给有需求的企业客户，客户就
可以在浏览器上直接调取简历信息。

办案民警介绍，在巧达科技窃取数据过程中，还因
传输数据量过大导致报案公司服务器数十次中断服务，
影响上千万用户正常访问，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

行业发展频频“迷航”

记者梳理发现，从大规模数据窃取到“流量劫持”，
从 App 超范围信息收集到数据“杀熟”，大数据行业发展
中暴露的问题给信息安全和公民隐私均带来较大威胁。

2018 年，浙江警方曾侦破一起大规模数据盗取案。
警方查明，北京一家以新媒体营销为主业的公司，与覆
盖十余省市的运营商签订营销广告系统服务合同，通过
在运营商服务器中布置恶意采集信息程序，从运营商流
量池中非法获取用户数据。案件中，犯罪团伙操控用户
账号，进行微博、微信、QQ、抖音等社交平台的加粉、刷
量、加群、违规推广，非法获利，犯罪团伙旗下一家公司
一年营收就超过 3000 万元。

据阿里安全部《2018 网络黑灰产治理研究报告》估
算，2017 年，我国网络安全产业规模为 450 多亿元，而

“黑灰产”已达近千亿元规模，用户信息泄露、网络黑客
勒索和电信诈骗等问题仍频繁出现，围绕互联网衍生的

“黑灰产”行业正在加速蔓延。
网安民警表示，随着网络“黑灰产”形成了专业化、精

细化的产业链，除了利用大量数据违法变现，一旦掌握全
面的用户信息，不法分子就可通过精准的用户画像，实施
精准的电信诈骗等多种犯罪行为。据统计，2018年，北京
警方破获的北京及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近1万起，控制
犯罪嫌疑人2000余名，同比分别上升30%和10%。

规范治理需多方合力

记者了解到，我国与大数据、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
法律相继出台，对于数据保护制度化建设起到了积极作
用。业内人士认为，治理数据行业乱象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除继续制定完善有关法律规范外，还需要监管部门
和企业共同努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孟雁北建议，在大数据权属确定
及行为规制方面，亟待构建一个更宏观的系统化法律框
架体系，以尽可能避免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在调整个
人信息保护、大数据的运用及数据规制上，形成一个相
对有机融合的法律体系。

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
工作中，公安机关将坚持“打源头、摧平台、断链条”的工
作思路，依照网络安全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
安机关担负的职责，针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利用信息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开展严厉打击。

同时，警方提醒互联网企业，在收集、存储、使用用
户个人信息数据开展合法经营时，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落实数据保护责任，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确
保用户信息数据的安全。 （新华社）

“张志超案”
再审5次延期
其母向两高反映该案久拖不决

5 月 20 日，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来到最高人民
检察院举报中心与信访接待室，向最高检反映山东
检察院拖延张志超案开庭审理的情况。5 月 21 日，
马玉萍也就山东高院 5 次延期的情况向最高人民
法院进行反映。

马玉萍称，自最高法于 2017 年 11 月 16 日，作
出指令山东高院对张志超案进行再审的决定至今，
已远远超过了法定期限。在此期间，张志超案再审
辩护人曾多次积极与山东高院联系开庭事宜，却分
别在 2018 年 5 月、2018 年 8 月、2018 年 11 月、2019 年
2 月、2019 年 5 月，连续 5 次收到本案被延长审限的
通知。

张志超案代理律师王殿学表示，根据《刑事诉
讼法》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
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
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他告诉记者，在当事人和辩护人多次恳请的情
况下，山东高院表示，只有方方面面都准备好了才
能开庭，他们已经做好了开庭的准备。

对此，记者致电山东检察院一位参与此案的检
察官，该检察官表示，“不方便接受问的问题。”

马玉萍从最高检接待室出来后告诉记者，最高
检接待检察官给的答复：法院确定开庭时间通知检
察院即可。“最高检接待检察官后来又给山东检察
院打电话了，山东检察院和山东高院分别向最高法
院和最高检察院做了报告。”

时间追溯到 2005 年 1 月 10 日清晨，山东省临
沭县第二中学一名女生在校突然失踪。一个月后，
该女生的遗体在学校一男生厕所被发现。经临沭
县公安局侦查，认定该校时年不满 16 岁的高一学
生张志超强奸杀人。2006 年 3 月，张志超以强奸罪
被判无期徒刑。

2011 年，沉默 6 年的张志超在与母亲马玉萍
的一次会见中突然开口喊冤，称自己遭到刑讯逼
供，请求母亲为其找律师申诉。代理律师们调查
发现，侦查机关未曾就尸检和警方认定的作案现
场中的表皮细胞、毛发、指纹等进行提取和鉴定，
该案还存在关键证据缺失、作案时间地点存疑、
有利证据被隐匿、口供矛盾等诸多疑点。例如，
张志超供述的受害人衣服颜色与实际颜色不一
样。随后，马玉萍开始四处奔走，走上了为儿子
申诉的漫漫之路。

马玉萍告诉记者，去年得到儿子案子再审的消
息，她几乎每个月都去法院、检察院询问开庭时间，

“一直期盼着法院开庭，没想到一拖再拖。”（红星）

窃取简历逾2亿 非法牟利过亿
——巧达科技非法窃取用户数据数量之大令人咂舌，公司法人王某某等36人被批捕

6年间几千人因炸油条获刑
被判刑的人大多都上诉，称没有证据证明食用一次超标油条就能造成
严重食源性疾病

持枪打猎误将他人
当“野兽”击毙
江西一男子犯过失致人死亡
罪获刑3年

一天晚上，男子与朋友上山打猎，却误将树丛
中的人当成动物击毙。近日，江西省芦溪县法院
审理这起过失致人死亡案，被告人吴某犯过失致
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经审理查明，某日晚上，被告人吴某约其同事
来到芦溪玉皇山打猎，吴某使用自己所有的气枪
并安装热成像设备，发现路边岸下有一活动的物
体，继而误以为是野生动物，之后吴某使用气枪向
热成像物体射击。射击后，被告人吴某叫其同事
下车去查看，发现中枪倒地的是被害人何某。被
告人吴某对被害人何某采取了积极的抢救措施，
并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经医生查看，宣告被害人
何某已经死亡。随后，吴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
首。案发后，吴某对被害人何某家属进行了赔偿，
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携带气枪打猎，
属违法行为，误将被害人何某当作野生动物予以
开枪射击并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
亡罪。但是吴某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案发后积极采
取措施救治被害人，并于案发后通过亲属积极赔
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且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
处罚。被告人吴某犯罪后有悔罪表现，且结合司
法局调查评估意见，可给被告人吴某一个改过自
新的机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精神病发作烧献血屋
江西一女子被判强制医疗

近日，江西省泰和县法院根据检察机关的申
请，因袁某故意毁坏公共财物一案，决定对被申请
人袁某采取强制医疗。

经查明，2018 年 12 月 5 日凌晨 2 时许，女精神
病患者袁某流浪至泰和县，当其看见某中心血站
设在该处的献血屋后，误认为是吉安市精神病医
院开设的，遂产生报复心理，用打火机点燃了献血
屋的塑胶门帘，将该屋烧毁。经鉴定，该献血屋及
相关设备损失共计 17459 元；被申请人袁某作案时
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无刑事责任能力。

另查明，袁某因恋爱受到刺激，2007 年开始出
现精神异常，并多次到吉安市某精神病医院住院
治疗。袁某结婚一年后又离婚，经常有家不归在
外流浪，性情愈发暴躁，会发生无故砸坏家里的财
物、殴打父母等情形。

法院经审理认为，袁某采取放火的方式故意
毁坏公共财物，数额巨大，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
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犯罪程度，经法定程序鉴定，
认定袁某无刑事责任能力，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的精神病人。袁某虽然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
转，但尚未治愈，根据其家庭现状，尚缺乏有效监
护和治疗的条件，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故支持
了检察机关对袁某强制医疗的申请。 （中法）

曾有媒体曾有媒体

报道称报道称，，六年间六年间

有几千人因有几千人因““炸炸

油条油条””被判刑被判刑。。

这些人在炸油这些人在炸油

条的过程中使条的过程中使

用了明矾作为用了明矾作为

添加剂添加剂，，而明矾而明矾

中含有铝中含有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