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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电信网络诈骗
损失降一成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
多发高发，手段日益复杂、新骗术层
出不穷，让许多受骗者蒙受巨大损
失，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

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打
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公安部、工信
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等 23 个
部门和单位参与，标志着打击治理电
信诈骗工作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部际联席
会议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任务，部署
23 个成员单位联手集中开展打击治
理专项行动，形成打击治理的强大合
力。2016年2月，第二次部际联席会
议提出创新打击方式、建立新的工作
机制、提升打击实效、深化跨境警务
合作、加强合成作战、打击周边灰色
产业等方面的具体措施。2016 年 9
月，第三次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各级公
安机关发挥主力军作用、创新工作方
法；各部门建立完善通报制度，大力
推进反诈骗中心建设；强化源头治
理，深入推进对电信企业、金融行
业、互联网领域清理整顿。

3次部际联席会议框架清晰、重
点突出，各部门、各警种在统一指挥
下，强化共识，紧密合作，盘活了各
种社会资源，深入推进专项打击行
动，对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布下越来越
紧密的防线。2016 年，全国公安机
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升，
共破案 8.3 万起、上升 49.6％；电信
网络诈骗发案大幅上升的势头得到遏

制，去年 9月以来连续 4个月发案大
幅下降；2016 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损失同比下降10.9％。

跨区域多警种联动
屡创佳绩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既打击境
内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又
打击境外活动侵害境内的电信诈骗犯
罪团伙；既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
又打击灰色产业链条，形成了打击整
治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压态势，跨区
域、多警种联动高效的全国一体化作
战新格局逐渐形成。去年中国共打掉
诈骗团伙 7682 个，捣毁诈骗窝点

8107 个，公安部先后发布 A 级通缉
令通缉 23 名在逃人员，22 人已被抓
获。

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各
地公安机关在打击淘宝代运营诈骗、

“重金求子”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中屡创佳绩。

同时，公安机关还切实加强国际
和地区间执法合作，在外交部等有关
部门的协助下，仅 2016 年，公安部
先后 18 次组织北京、天津、上海、
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地赴境外
开展工作，从肯尼亚、老挝、马来西
亚、柬埔寨、西班牙等世界各地押解
回国56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其
中台湾人219名。

此外，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
门，紧紧抓住为诈骗犯罪提供“服
务”的各个环节，向“黑广播”“伪
基站”“开贩银行卡”“洗钱”团伙等
灰色产业群发起猛烈攻势。去年共缴
获“黑广播”3239套、“伪基站”设
备 3544 套，破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
案件1868起。

成功止付被诈骗金
额逾11亿

2015 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中
国首家省级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
和查控中心。2016 年，上海市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建立运行……据统
计，2015 年以来，中国已建成 32 个
省级反诈骗中心和181个地市级反诈
骗中心，国家级反诈骗中心已全面启
动，公安机关各警种分工合作，积极
配合，银行部门负责涉案资金拦截以
及配合资金流侦查，电信企业负责关
停涉案电话号码以及配合开展信息流
侦查，初步形成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信息共享、合成作战、快速反
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构。

公安部还在上海、苏州、金华、
厦门、深圳、珠海等地建立6个研判
中心，在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公司建
立 2 个防控中心，8 个中心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全面开展境内境外窝点和
全犯罪链条研判，有效助力了全国公
安机关的打击防控工作。

截至目前，已有 3382 家商业银
行、7家支付机构接入，警方通过平
台查询、止付、冻结 65.14 万笔，成
功止付 7.3万个诈骗账号，止付金额
达11.3亿元。

守护好百姓钱袋子

中国集中打击治理电信诈骗
本报记者 张 洋

▲ 组合拳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2017 年春节，澳大利亚大中城
市披红挂彩，千“鸡”百态，尽染中
国红。

在悉尼，市政府组织了 80 多项
春节庆祝活动，既有汇集数十家当地
中餐馆的美食会，也有花灯会、龙舟
竞渡等。春节期间，上千名表演者在
悉尼街头表演舞狮、中国民族舞蹈、
武术等，著名的马丁广场甚至支起桌
子，吸引当地民众学打麻将。

近年来，在政府、民间和商业等
不同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机构，它们为
中澳文化交流带来了新思路、新办法
和新项目。

中国文化部建立的悉尼中国文
化中心于 2014 年 11 月成立。中心与
澳大利亚地方政府、文化机构、学
校等建立了合作关系，组织了不少
文化交流活动，仅 2016 年就达到近
百场。

今年春节期间，悉尼中国文化中
心在澳大利亚组织了 6 场音乐会、1
场展览、7个寓教于乐的工作坊 （展
示非遗项目变脸、大木偶，并教授皮
影、面塑、年画、糖画、彩灯等制作
方法）。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赵立说：
“与悉尼 100 多所学校建立信息沟通
渠道后，来自中国的非遗工作坊已成
为当地中小学争抢的‘香饽饽’。”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于 2014 年提
出，在海外华侨华人聚居的较大城
市，分期分批筹建“文化中国·华星
艺术团”，悉尼华星艺术团成为首批
新成立的艺术团之一。艺术团旗下有
42 个团体，包括舞蹈团、合唱团、
国剧社、越剧团等，登记演职人员达
到 1560 人。在当地企业赞助下，悉
尼华星艺术团在去年组织了7台大型
演出。

悉尼华星艺术团团长余俊武说：
“今年春节，悉尼华星旗下多个民族
舞团应邀参加悉尼市政府组织的表
演，预计观众有6万人次。”

专注于中澳文化交流商业市场的
澳大利亚南海文化传媒集团从 2015
年春节开始，每年春节在悉尼达令港
举办“悉尼中国新年灯会”。南海文
化传媒集团董事长李冰介绍：“今年
的花灯展区面积 7000 平方米，共展
出 4 个灯组，包括城楼、火红新春、
白莲花长廊、青花瓷瓶。”

今年的灯会吸引了大量当地人，
很多人举家来看花灯。灯会设有很多
摊位，商家或是售卖中华小吃，或是
向游人赠送中国特色纪念品。置身其
中，仿佛是在北京逛春节庙会。

赵立说，中澳文化交流中崛起的

这些新机构适应时代和受众需求，向
澳大利亚传递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
魅力，希望中澳文化互鉴碰撞出新
的、更加灿烂的智慧火花。

（据新华社悉尼2月 3日电 记
者张小军）

新机构带来新项目

澳大利亚的别样“中国年”

2月3日上午，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民房倒塌事故现场救援基本结
束，7人遇难，两人获救。前一日，文成县百丈漈镇外大会村发生民房
倒塌事故。图为救援人员救出第二名幸存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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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歌剧院除夕夜亮
红迎接中国农历新年。

朱宏业摄 （新华社发）

四川首现人感染H7N9病例
据新华社成都2月3日电（记者董小红） 记者3日从四川省卫生计

生委获悉，遂宁市确诊2例人感染H7N9病例，这是四川省首次发现人
感染H7N9病例。

据介绍，遂宁市1月25日报告蓬溪县发生2例疑似人感染禽流感病
例，经确诊为H7N9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基本稳定，但仍危重。

浙江温州民房倒塌两人获救浙江温州民房倒塌两人获救

据新华社广州2月 3日电 （记
者魏蒙） 珠海边检总站 3 日下午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长假期
间，珠海边检总站共检查出入境人
员 246 万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逾 9%，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
5.5万余辆 （艘） 次，同比增长超过
1.3%。

春节期间，拱北口岸年初五最
高出入境客流总量超过 35 万人次，
横琴口岸年初三到初五连续 3 天突
破口岸单日最高纪录。与往年有所
不同的是，内地旅客较去年同比增
长超过 12%，占整个出入境人员总
量的六成。港澳旅客较去年同期增
长4.6%，占整个客流总量的37%。

越剧名段唱响无锡水乡

2月2日，戏剧演员穿上戏服，手持麦克风，乘坐游船，边行边唱，穿
行在江苏无锡荡口古镇的河道上，优美动听的越剧名段在水乡回荡，吸引
众多中外游客追船观赏。 孙明亮摄 （人民视觉）

本报布达佩斯2月3日电（记者宦佳） 由国务院侨务
办公室派出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欧洲艺术一团，于
当地时间 2月 2日、3日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为华
侨华人及当地民众献上中西合璧的文艺演出，共庆新春
佳节。

此次大型新春电视晚会由匈牙利华星艺术团承办，
来自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中央歌剧院等单位的
著名艺术家，与匈牙利多名艺术家一道，为近千名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出席了3日的晚会，并
向现场观众致以新春问候。裘援平在讲话中指出，中匈
两国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人民的友谊情深意长；此次
两国艺术家同台载歌载舞，既送上祖国亲人对海外侨胞
的思念之情，也送上中国人民对匈牙利朋友的浓浓祝
福。匈牙利外交部文化外交事务国秘易加尔多出席本场
晚会并致辞，匈牙利国会副议长、中国驻匈大使段洁龙
夫妇等到场观看演出。

当天，裘援平还走访了匈牙利禅武文化中心、匈牙利
东方国药集团等知名侨社，并与当地侨团代表举行座谈。

据悉，布达佩斯是此次“四海同春”欧洲艺术一团
巡演的第一站。之后，艺术团还将赴法国巴黎和意大利
佛罗伦萨、罗马、米兰等城市演出。

▶演出现场。

本报杭州2月 3日电 （记者江
南） 今年春节的杭州西湖景区，延
续了“后 G20 时期”的吸引力。统
计显示，从年三十到年初六的 7 天
时间里，西湖景区各主要景点累计
接待中外游客 339.61 万人次，同比
去年春节增加了10.91%。

免费开放的环西湖景区，仍是
游客云集热点。新湖滨景区、新南
线景区和花港观鱼几个景区 7 天接
待客流量分别为 57.12 万、23.74 万
和 22.19 万人次。收费公园中，灵
隐飞来峰景区是历年旅游的“人气
王”，今年春节共迎客49.79万人次。

杭州西湖春节迎客近34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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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立 23 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合力打击电信诈骗，到健全涉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机
制；从深化跨境跨区域警务合作，到建立诈骗电话通报阻
断、被骗资金快速止付机制……两年来，打击治理电信诈
骗犯罪机制不断创新，犯罪分子嚣张气焰得到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