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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准·打 狠·打 深·打 透
五部门印发 4 个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律政策文件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1 日电(记者刘奕湛)
全国扫黑办 21 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
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
的通知》、
“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
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办
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
若干问题的意见》
《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
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
题的意见》等 4 个法律政策文件。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
一新表示，
出台上述法律政策文件，
是认真贯
彻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
完善专项斗争法律政策保障的重要举措，对
推
于确保扫黑除恶“打准、打狠、打深、打透”，
动专项斗争依法深入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打伞破网”，
重点查办公职人
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 7 类案件
《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
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监察机关、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聚焦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案件及坐大成势的过程，严格
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
根据该通知，将重点查办公职人员涉黑
涉恶违法犯罪的 7 类案件，
即：
公职人员直接
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案
件；公职人员包庇、纵容、支持黑恶势力犯罪
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公职人员收受
贿赂、滥用职权，
帮助黑恶势力人员获取公职
或政治荣誉，侵占国家和集体资金、资源、资
产，
破坏公平竞争秩序，
或为黑恶势力提供政
策、项目、资金、金融信贷等支持帮助的案件；
负有查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
职权、玩忽职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案

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击剑场馆里，
有一个特殊的
看台。
与周围大面积的红蓝看
台不同 ，
它是白色的 ，
小小的
一块。
上面的观众穿着颜色各
异的队服，
说着五花八门的语
言，
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发色。
相同的是，
他们会为每一个精
彩对决一起呐喊，
为每一位选
手退场一起鼓掌。
这是运动员看台 ，
许多
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都会走上
去，
为正在比赛的选手加油
助威 。
看到起劲时 ，
他们相视
大笑 、拍肩击掌 、喝彩欢呼 ，
尽管前一分钟还互不认识 ，
尽管可能是“鸡同鸭讲 ”，
都
丝毫不影响互动的继续 。
女子重剑个人比赛中 ，
中国选手孙一文力挫强敌罗
马尼亚选手安娜夺得冠军 。
站在高台剑道上 ，
孙一文一
剑封喉、
寸土必争 。
而在决赛
前，
孙一文却在看台上为安娜加油助威 ，
看到
“她是我非
精彩处更是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
”
常崇拜的运动员 ，
打得特别好 ，
动作也很美 。
孙一文说 ，
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
俄罗斯选手叶戈里亚诺刚刚赢得女子佩
剑个人冠军 ，
一柄利剑流光幻动 ，
快如闪电 ，
更有震慑对手的“咆哮”绝招 。
她和中国选手
钱佳睿打得惊心动魄 ，
刀光剑影间寒意森森
毫不容情 。
打完却画风大变 ，
两名“女剑客”在
看台下瞬间化身“好闺蜜”，
拥抱、
挽手、
揽肩 、
畅谈 、
大笑 ，
这一刻 ，
她俩就是一对再普通不
过的“姐妹花”。
叶戈里亚诺还会娇俏地对钱
”要
“ I want to eat（ 我想吃东西）！
佳睿喊：
求老友钱佳睿带她吃遍武汉的美味 。
走 下 赛 场 、走 上 看 台 的 他 们 ，不 再 是 对
手，
而是一群年轻、
单纯、
热情的击剑爱好者 ，
共同的事业、
共同的兴趣、
共同的经历让他们
更容易走近彼此 。
白色的看台仿佛白色的和
平鸽 ，
承托起他们共同的喜怒哀乐 。
（记者郑璐）新华社武汉 10 月 21 日电

件；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民事枉法裁判、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或滥用职权、私放在押人
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
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生的公职人
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包庇、阻碍查处黑恶
势力犯罪的案件，
以及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
密、工作秘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案件；
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
案件。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全国扫黑
办副主任崔鹏介绍说，
“打伞破网”是下一步
专项斗争的主攻方向。
为打赢这场攻坚仗，
必
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又要
须既明确查办重点，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综合考虑
多种因素，
准确认定问题性质。

明 确非法 放 贷 行为 ，严惩黑
恶势力非法放贷
由于非法放贷的认定缺乏明确、统一的
标准，是否应纳入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也存在
一定争议，导致一些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
的非法放贷活动得不到有效打击处理。针对
这一问题，
《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
问题的意见》明确，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
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
的，
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
扰
乱金融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依照刑法第二
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
任姜伟表示，
近些年来，
因非法放贷而引发的
各类刑事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引起了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调研中发现，为获取高额利息，
非法放贷者往往会有组织地采用暴力、威胁
等方式催收，形成非法放贷、讨债团伙，很容
易蜕变为黑恶势力，正是由于获利快、收益
高，非法放贷也成为一些黑恶势力敛财的重
要手段。
为保护正常的民间资金融通，精准惩治

非法放贷犯罪活动，意见将打击目标锁定社
会危害性最为突出的非法高利放贷，明确在
定罪量刑时以单次实际年利率超过 36% 的
非法放贷为基准，
并且从非法放贷数额、违法
所得数额、非法放贷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危害
后果等几个方面，
规定了“情节严重”和“情节
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
此外，意见还明确，黑恶势力非法放贷
的，据以认定“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
的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
象数量起点标准，均低于一般非法放贷的入
罪标准和加重处罚标准，充分体现了区别对
待、从严惩处的政策精神。

斩断网上黑恶势力“黑手”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
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
对通过
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发送侮辱性信
息、图片，
以及利用信息、电话骚扰等方式，
威
胁、要挟、恐吓、滋扰他人，
实施黑恶势力违法
犯罪的，应当准确认定，依法严惩。同时对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
寻衅滋事罪如何认定以及此类案件的特殊取
证方式等问题，
作了明确规定。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
伟介绍，
意见以问题为导向，
对司法实践中亟
需予以明确的问题，
例如，
哪些黑恶势力犯罪
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实施，哪些黑恶势力犯罪
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等，作
了明确规定。
同时，意见从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四个特征着手，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的黑恶势力的特殊性作了规定。在组织特征
方面，
为逃避打击，
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联
络的便利性，
分工合作，
部分成员甚至不需要
相互见面和彼此熟识。对此，意见明确“对部
分组织成员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联络实施黑恶
势力违法犯罪活动，
即使相互未见面、彼此不
熟识，不影响对组织特征的认定”。在危害性

特征方面，由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
力犯罪涉及的地域和行业一般较为广泛，与
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区别，意见明确对此
应当结合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综合判断，如
果黑恶势力犯罪“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
成重大影响”，
“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的”，
应当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
形
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开 辟 扫 黑 除恶 专 项斗争“第
二战场”
《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
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
由监狱负责教育引导跨省异地服刑的涉黑
涉恶罪犯坦白交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本人其
他犯罪行为，
鼓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
形
根据案件性质，
移送原办
成书面询问材料后，
案侦查机关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
或其他省级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处理。
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指出，意见明确了
案件线索排查和移交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健
全了案件办理过程中协调配合机制，建立了
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告知制度以及保护了涉黑
涉恶罪犯坦白、检举的积极性。
意见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明确了跨省异
地服刑涉黑涉恶罪犯坦白、检举案件线索的
移交工作流程，规范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
提审以
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上述案件过程中，
及解回侦查、起诉、审判的工作流程，强化了
政法各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此外，
意见规定，
政法各部门在办理涉黑
涉恶罪犯坦白、检举案件中，
应当贯彻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依法办案、快办快结。在办理涉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黑涉恶罪犯检举案件中，
保护罪犯及其近亲属人身和财产安全。对涉
黑涉恶罪犯检举他人犯罪行为，构成立功或
重大立功的，
监狱依法提请减刑；
未构成立功
或重大立功的，监狱也可以按规定给予日常
考核奖励或者物质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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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
新华社杭州 10 月 21 日电（记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
者王俊禄、
张璇）
大会乌镇峰会 10 月 20 日开幕。在
多场论坛中，5G 、人工智能、网络安
全、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等仍是业
界“大咖”口中的高频词，但讨论的
内容更加现实与深入。

5 G ：为 通 信 和 互 联
网行业孕育诸多可能性
今年被业界称为“ 5G 元年”，
5G 是今年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一大
热点话题。
在乌镇 ，小米创始人兼 C E O
雷军对 5G 速度进行了现场测试，
他表示，5G 正在成为数字及经济
发展的加速器，对整个通信行业和
互联网行业都是大事。
5G 普及初期将产生哪些应用
场景？雷军说，高画质的视频应用、
云游戏等都有爆发的可能性。明年
小米计划推出 10 款以上的 5G 手
机，
覆盖中高端所有价位，
同时希望
运营商能加快 5G 基站的扩充速度。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在会上发布
国内首个 5G 云 VR 视频业务，现
场观众可在 5 G 网络下进行 4 K 、
8K 的超清视频体验，
还可以用手机
裸眼看 V R ，或者通过分体式 V R
眼镜和 VR 一体机，观看各类全景
VR 高清影像，享受身临其境的超
爽视听感受。

人 工 智 能 ：人 机 交 互
方式将发生重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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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多个论坛都以人工智
能为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无人车、
智能机器人等纷纷亮相。
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
彦宏在演讲中提出，智能经济将在
三个层面带来重大的变革和影响：
首先是人机交互方式的变革，未来
20 年将是人们对手机依赖程度不断降低的 20 年，
智能终端会
远远超越手机的范围；
其次是智能经济会给 IT 基础设施层带
来巨大的改变，
新型 AI 芯片、便捷高效的云服务、开放的深度
学习框架等，
将成为这个时代新的基础设施；
第三，
智能经济会
催生很多新的业态，
交通、医疗、城市安全、教育等各行各业正
在快速实现智能化，
新的消费需求和商业模式将层出不穷。
网易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丁磊表示，5G 对内容消费升
级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
其中，
教育、游戏、音乐、短视频等内
容驱动的产业会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对于“人工智能可能会毁灭人类”的说法，李彦宏认为，
”
“人工智能不仅不会毁灭人类，
反而可以让人们获得
‘永生’
。
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表示，
“人工智能和新一代互
联网正在开启一个从技术创新到普及，
再到责任的全新发展
循环。
我们要做的就是驭之以道、律之以法、束之以德。
”

网络安全：要让网络具备免疫功能
网络安全是互联网大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
“共同推进网络
空间全球治理，
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成为共识。
“近年来，
全球网络攻击事件频发，
网络安全风险日益加
仅次
剧。相关报告显示，
网络攻击已经成为全球第三大威胁，
于极端气候事件和自然灾害。”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表
示，
应对网络安全重要的是要让网络具备免疫功能，
有自动报
警和修复能力，
做到内外兼修，
安全体系可以自我进化。
“如果没有安全的保障，数字化越快后果越不堪设想。”
360 集团董事长兼 CEO 周鸿祎认为，
对于网络攻击问题要能
够侦测、阻断，
只有保障了网络安全，
才能使整个社会和各个
行业能够更自如、更放心、更大胆地采用数字化技术。

数字经济：传统行业将通过数据赋能发
生颠覆性改变

▲ 10 月 20 日 ，
中国选手钱佳睿（左一）在颁奖仪式上与其他获奖选手合影自拍 。
当日 ，
在武汉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 子
获得亚军 。
新华社记者王鹏摄
佩剑个人赛决赛中 ，
中国选手钱佳睿以 11 比 15 不敌俄罗斯选手埃戈里安 ，

竞技或有输赢 友情永无国界
聚焦军运会赛场内外的跨国友情
同
新华社武汉 10 月 21 日电共享友谊，
筑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正在武汉如
火如荼地进行，来自世界各地的近万名军体
健儿尽情展现军体风采，竞争相当激烈。然
而，赛场内外，总有浓浓友情相伴，互不相识
的人们携手传递和平友谊，
令人感动。
一面“和平
在军运村的“志愿者之家”里，
友谊墙”格外显眼。
来自世界各地的军人运动
员用各自国家的文字语言表达“世界和平”
“我爱中国”
“友谊”等美好祝愿。
台上厮杀咆哮、台下相拥约饭，
这样的场
景，
在军运会各比赛场馆时常可见。
女子佩剑个人赛冠军、俄罗斯选手叶戈
里亚诺和中国选手钱佳睿在决赛对决时，这
位俄罗斯姑娘不时吼叫，声震全场，尽显彪
悍，
让在场的中国观众不由得为她喝彩。
中国
姑娘钱佳睿也不甘示弱，
多次得分后大喝，
为
自己鼓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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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钱佳睿惜败，赛后两人在领奖台上
却聊得火热，不时挽着胳膊合影，两名“女剑
客”瞬间化身“好闺蜜”，拥抱、挽手、揽肩、畅
谈、大笑。叶戈里亚诺还娇俏地喊话钱佳睿，
希望她带自己吃遍武汉的美味。
竞技要分输赢，但不止于输赢。竞技之
外，
超越比赛的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这种友
情可以跨越国界，
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武汉
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彭依婷在军事五项开
赛的第一天，就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一枚德国代表团的胸章。彭依婷是这届军运
会语言服务方面的志愿者，说起这枚胸章的
由来，
彭依婷眼里满是幸福。
原来，
军运会开始后，
她一直跟随德国代
表团，
军事五项比赛的第一个项目是射击，
马
上要比赛时，
德国队发现没有准备耳塞，
急作
一团。
紧急时刻，
彭依婷赶忙找赛场工作人员
协调，
经过一番努力，
她为德国选手借到了耳

塞，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比赛。
“他们非常感激，
就送了我一个德国代表
团的胸章，
还让我教他们说中文
‘谢谢’
，
用中
文向我表示感谢。
”彭依婷说，
比赛间隙，
德国
代表团成员都会主动和她聊天，分享中德文
化的异同，
并对中国文化表示出浓厚兴趣。这
几天，彭依婷每天都把这枚胸章别在自己工
作证带子上，勉励自己，用热情做好志愿服
务，
展示良好形象，
传递友情。
21 日下午，
武汉体育学院体育馆里，
一边
是紧张激烈、流血流汗的拳击比赛，
一边是一
个中国小男孩和一名泰国军人的温情一幕。
“没想到小朋友能找过来，
还给我带了这
么精美的礼物，
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
我们一
定要保持联系，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泰国
代表团联络官洛本接过习梓洋送上的鲜花和
带有武汉黄鹤楼图案的汉绣，
脸上写满感动。
原来，19 日与家人观看拳击比赛时，来

自武昌水果湖第二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习梓洋
与洛本相邻而坐，他们热络互动。临走前，洛
本把自己胸前佩戴的泰国军运徽章送给了习
梓洋，并一起合影留念。习梓洋为了表示感
谢，
于是有了 21 日的温情一幕。
“这次交了这么好的一个小朋友，
感到非
常开心，
我爱中国！
”洛本激动地说。
这几天，在位于军运村商业街的“汉字
造梦”文创商店内，不少外国运动员用毛笔
手书的“武汉”贴满整整一面墙。巴西代表团
官员加维尼奥正在试戴一副由“美”字组成
的四面镂空的耳环，她告诉记者，中国的城
市环境美、人友善，给自己留下了许多美好
记忆。
体育铸和平，
赛场传友谊，
军运会赛场内
外的点滴温情，
正成为各国友好交流的印记。
（执笔记者李伟 ；
参与采写：喻珮、
侯文坤、
郑璐、
王贤）

丁磊表示，
中国将全面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技术创新日益
成为数字经济发展最牢固的支撑。未来 AI 技术型的公司会
成为新主流，
跨行业的大融合将成为常态，
对教育、医疗、制造
业和农业领域投入的公司，
将有较好的发展机会。
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
由数据智能驱动产业变革的智能化时代，
未来传统的金融、医
疗、教育、交通、通信、能源、制造业，
都将在数据智能的赋能之
下，
发生颠覆性改变。
包括
大会上，
腾讯把最新的智慧医疗新科技带到了现场，
“腾讯觅影”眼底疾病筛查 AI 系统、帕金森病运动功能智能
评估系统两项 AI 医学新技术，以及“腾讯健康”小程序这一
“随身医疗健康助手”，
引来众多参观者体验。
盘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田宁认为，
互联网发展多年，
对各领域进行了渗透和重构，
成为全社会不
可或缺的发展要素。
未来互联网将在最新技术的支持下，
构建
起一个全智能、超高速、万物连接，并且更开放、更安全的网
极大提升社会整体生产力。
络，
实现跨平台、跨领域全面融合，
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
“当前消费互联网
向产业互联网转变的趋势正在加深，
数字化开始渗透到各个
行业，
提升行业效率，
每个行业都在互联网化、数字化、云化。
”

互联网商业文明：从零和博弈向正和博
弈、
增量发展演进
本次大会上，
不少反映出互联网社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引人注目。
比如，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启动了“键证你的善意”主
题活动，
唤起各界关注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
德国舍弗勒公司
展示了残疾人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等。
数字化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勇认为，
时代的新商业文明是以合作为基石的发展新模式，
“传统竞争
是此消彼长、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
数字化时代的竞争正在向
正和博弈、共赢发展、增量发展的大趋势上演进。”他认为，数
本质是要回到人本身，
从关注流量、
字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
关注交易量，
到关注客户、关注消费者，
关注一个个具体的人，
关注全社会的效益。
知乎创始人、CEO 周源认为，
这二三十年来，
中国互联网
行业的规模快速膨胀，不断更新迭代，整个行业拼命追求速
度。
“今天这个时间节点，
中国互联网行业已经迈过青春期，
承
担社会责任，
已经成为全行业的重要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