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检察机关：

进入12月以来，福建厦门连续发生7
起老年人被骗警情，单笔被骗最高金额是
13万元。诈骗分子冒充法、检、公办案人
员，以受害者涉嫌洗钱、身份被冒用等为
由，骗老人到银行转账汇款至“安全”账户。

厦门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负责人
告诉记者，诈骗人员通过收集老人信
息，对老人的姓名、电话甚至家庭情况
掌握得一清二楚，精心设计骗局。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吴
世勇说，非法获取、买卖公民个人信息已
形成黑色产业链。一方面，大数据营销方
兴未艾，各类广告公司、大数据运营商、
保险公司、中介公司等机构对于公民个
人信息存在庞大需求；另一方面，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犯罪为电信网络诈骗、金融
诈骗、敲诈勒索等提供了作案便利，这是
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的重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
下，网站、论坛、ＱＱ群公开叫卖、求购公
民个人信息大幅减少，现在更多表现为
买方、卖方单线联系，熟人介绍，在小规
模的同业ＱＱ群、微信群用隐晦的关键
词交流买卖信息。

据深圳警方抓获的犯罪嫌疑人谢某
交代，他从网上搜索到售卖
信息资源的

ＱＱ号，联系上后，对方
提出要求，购买 7 万多
条信息资源需先付 600
元定金，资源到手后再付
款700元。“付款完成后，
对方就把我删除了。”
谢某说。

更令人吃惊的是，根
据买方的需求，在互联网
上能精准买到相应的个
人信息。福州福清市法
院判决的一起绑架案中，
两名犯罪人员为谋财寻
找作案目标，在福清市区
发现受害者驾驶一辆豪
华轿车，通过车牌号在网
上求购到车主信息，准确掌
握了受害者及其家庭人员信息，并策划实
施了绑架，因受害者激烈反抗未成功。

据记者调查，根据信息质量和倒卖的
层级，从几分钱一条到几百元一条，价格
不等。“含金量高”的个人信息价格较高，
新开楼盘业主、新购车辆车主、新生儿、入
学新生、新近下单的网络购物订单等“鲜
活”信息，单条能卖到十几元乃至数十元。

国家安监总局：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

合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2）地块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

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截止时间
竞买申请人可在2017年12月27日 至2018年01月03

日 登录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2018年01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4-040）。

2018年01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4-041-A）。
2018年01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4-041-C）。
2018年01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6-002）。
2018年01月03日17时00分（地块编号：2017-014）。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
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
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时间及网址
挂牌报价时间为：
2014-040地块：2017年 12月 27日 08时 00分 00秒

至 2018年01月05日10时30分00秒。
2014-041-A地块：2017年 12月 27日 08时 00分 00

秒 至 2018年01月05日10时00分00秒。
2014-041-C地块：2017年 12月27日08时00分00

秒 至 2018年01月05日09时40分00秒。

2016-002地块：2017年 12月 27日 08时 00分 00秒
至 2018年01月05日09时30分00秒。

2017-014地块：2017年 12月 27日 08时 00分 00秒
至 2018年01月05日09时00分00秒。

挂牌网址：河南省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www.
hngtjy.cn/home.jsp）。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 挂牌 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 挂牌 出让须

知及其他出让文件。 挂牌 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
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

格后审制度，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
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网上交易系统将
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保证金到账确认书》，

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
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成本次
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当相应责任。

八、风险提示
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

回。 网上挂牌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
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

操作系统请使用WinXP/Win7/ Win8；浏览器请使用
IE8.0、IE9.0、IE10，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正
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请到河南CA官方网
站下载，并正确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好自己
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
您的报价、竞价。

九、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凡欠缴土地出让金、违约金、闲置土地等不符合条

件的单位或个人不得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
让活动。

（二）本次挂牌宗地的开发程度均为现状条件交地。
（三）本次挂牌出让的成交价不含契税。
（四）2014-040、2014-041-A、2014-041-C位于浮戏

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区，竞买人参于竞买上述地块，要向新
中镇政府或巩义市浮戏山雪花洞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全面了
解地块情况，再确认是否参于竞买。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371-64589588 联系人：逯先生

巩义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12月6日

巩义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
（巩义市网挂[2017]6号）

经巩义市人民政府批准，巩义市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5（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巩义市国土资源局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规划设计条件》。

序号 地块编号 土地位置 地块面积
(平方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建 筑 密 度

或系数（%） 绿地率（%） 出让年限 有无底价 起始价
（万元）

保证金
（万元）

1

2

3

4

5

2014-040

2014-041-A

2014-041-C

2016-002

2017-014

新中镇老庙村

新中镇老庙村

新中镇老庙村

杜甫路东黑石关村、外沟村、孝义街道二十里村

嵩山路西、学院路南

10178.6

69162.0

18543.0

88812.62

2522.35

风景名胜设施用地

住宅用地

住宅用地

仓储用地

住宅兼容商用

≤0.5

>1.0 ≤1.1

>1.0≤1.1

≤1.5

>1.0≤3.0

≤20.0

≤26.0

≤26.0

≥60.0

≤30.0

≥35.0

≥36.0

≥36.0

≤20.0

≥35.0

50 40年

70年

70年

50年

60 30 年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无底价

397

2,697

723

4,272

538

397

2,697

723

2,200

538

10.0

10.0

10.0

10.0

10.0

增价幅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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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鬼”“黑客”是主要泄露者 “鲜活信息”单条能卖数十元

买卖双方都将受到严惩
去年以来，在公安部部署下，全国各地开展打击整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专项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当前侵犯公民信息安全违法犯罪活
动仍时有发生，非法收集、贩卖公民个人信息手法多样，手段更为隐蔽。

“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反诈骗中心了解到，目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90％以上是违法分子靠掌握公民详细信息进行的精准诈骗，从已破获案件
看，“内鬼”监守自盗和“黑客”攻击仍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

记者从国家安监总局获悉：国
务院安委办日前发布通知，从今年
起，将每年 12 月的第一周（12 月 1
日至7日）作为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各地集中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警示
教育活动，大力宣传普及安全生产
法律法规。

2014 年 12 月 1 日，新修改的安
全生产法正式施行，在安全监管体
制、安全生产责任、行政处罚等方面
进行了规范。“但这些规定在实施三
年后，仍存在执行力度不够、执行效
果不明显等问题，一些企业和监管
机构对修改的内容不知道、不理解、
不执行。”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李兆
前表示，希望通过采取宣传周、严格
执法、严厉问责等手段，多措并举，
推进依法治安和安全生产事业再上
新台阶。 （据《人民日报》）

据新华社重庆12月6日电 重
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日前出
台首创性司法保护措施，明确对在
校幼儿、学生实施虐待、殴打行为
的教职员工，如构成犯罪的，将建
议法院判令其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危害程度不够刑事处罚的，建议教
育主管部门永不录用其从事教育
及相关行业。

这项称为“护蕾”专项工作指
导办法的司法保护措施从幼儿园
（中小学）教职人员职业法制准入、
校园安全档案、安全信息强制性披
露等领域，探索全方位的司法保护
措施。

据重庆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未成
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主任廖祥勇介
绍，二分院下辖区县检察机关将联
合教育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每年
定期对所有新进幼儿园和中小学的
教职员工开展职业法制教育，构建

“教师法制准入原则”。
这一办法还明确将建立“校园

安全电子档案”。规定检察机关督
促教育主管部门，对幼儿园及其他
学校的在校幼儿、学生实施监控全
覆盖。同时，确定专人负责监控设
备的正确合理使用和维护，并由专
人全天负责对监控视频内容的监
督、检查；监控视频内容应当妥善保
管，并允许幼儿、学生的法定代理
人、监护人合理查看。

将每年12月第一周
定为安全生产法宣传周

教职员工虐童
建议对其终身禁“教”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陈鸿
说：“调查发现，一些掌握大量公民个人
信息的单位在防范信息泄露方面缺乏有
效机制，对内部人员缺乏监督、制约，有的
工作人员随意浏览、下载相关内部信息，
而单位长期不知情，直至发生大规模泄
露严重后果。”

陈鸿等人建议，应在大量掌握公民个
人重要信息的部门，如银行、房产中心、税
务、车管等部门建立数字证书制度，工作人
员必须使用专属于个人的数字证书才能登
录、查看、下载单位信息系统数据，实现全程
留痕，一旦发生信息泄露，可以倒查责任人
员。不少办案民警提出，对信息买方市
场的整治应当加强。

今年５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
5 万元以上等情形的；非法获取、出售或
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
息、财产信息 50条以上等情形的，应当认
定为“情节严重”，面临承担刑事责任的法
律后果。

不少公安、法院人士提出，这一司法
解释出台后，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法律适
用难题得到缓解，多部门共同打击的合力
正在形成。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筑牢源头“防护墙”
重拳整治“买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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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公安机关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从破获案件看，“内鬼”监守自盗和“黑客”攻
击仍然是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主要渠道。

福州公安机关近日破获一起特大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查获公民个人房产、
征信报告、车辆、联系方式等信息超过千
万条，抓获的 19 名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
是房产开发、销售、中介等内部人员。他
们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集、交换、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从中牟利。

从公安机关破获和法院判决的案例
看，车辆、征信报告、银行账户、房产、教
育、医疗等信息成为“抢手货”，相关部门
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案件时有发生。

此外，“黑客”攻击窃取个人信息呈
增长趋势。“网络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从事网络安全保护业务的厦门服云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朱一帆告诉
记者，“从对政府机构、大型国企、高校、
电商、交通等重点客户遭遇互联网‘黑
客’攻击的实时监测数据看，网络‘黑客
’入侵重点网站窃取信息的次数有增无
减，攻击手段日益多样化，而大量掌握
公民个人信息的一些机构的网络安全
防护意识不强、投入不足，特别是没有
对不断出现的网络安全漏洞及时采取
修复措施，很容易被‘黑客’攻陷，造成
大规模信息泄露。”

“黑客”攻击窃取信息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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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专门收集老人信息设置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