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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2 月 1 日，记者从国土资源部获
悉，上海市已经全面启动不动产统一
登记工作。2016 年不动产登记制度工
作重点开始落地基层。1 月以来，湖北
武汉、江西南昌等地不动产登记工作
已经陆续展开。

据悉，上海市近日印发《关于做好
本市不动产统一登记有关工作的通
知》。在实施机构上，上海市提出，市
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
织协调各部门推进实施统一登记。市
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
市不动产登记工作，下设不动产登记
局，负责组织全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
作；整合市规划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
设管理等部门承担不动产登记职能的
事业单位，组建市不动产登记事务中
心，作为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所属事

业单位，办理具体登记事务。各区县参照
市级层面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

上海市明确，市规划国土资源部门
负责建设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全
面清理和整理不动产登记历史资料，整
合土地、房屋、林地、农村土地、海域登记
数据。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要与国土资
源部全国不动产登记信息平台及上海市
房屋交易、土地、农村土地等管理信息平
台互联互通，与公安、民政、财政、税务等
部门有关信息互通共享。

在业务操作上，上海市要求，市、区县
现有房地产登记处受理窗口调整为不动产
登记受理窗口。各级登记办理机构要根据各
类不动产登记需求，配置工作人员、受理窗
口、硬件设备等资源，确保工作平稳开展。

不仅仅是上海市，1 月 18 日，湖北
省武汉市首批不动产权证书在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务服务中心发放。据
悉，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内设市不
动产登记局，主要负责建立全市不动产
统一登记制度，指导监督全市土地、房
屋、林地等不动产登记管理工作；设立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受市不动产登记局委
托，办理不动产登记等相关具体事务。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各中心城区和东湖生
态旅游风景区设立分中心。

武汉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实行后，市
民新购商品房办证，将由原来分别办理
《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证》
改为在 1 个部门办理 1 本不动产权证
书即可，原来各部门依法已经发放的证
书继续有效，不强制要求更换证书。

此外，1 月 13 日，江西南昌高新区
通过“将不动产统一登记与权籍外业调
查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不动产登记工

作。1月 5日，湖南省成功颁发首批不动
产权证书，并在全省不动产统一登记领
导小组会议上提出，确保年内全省全面
实现统一登记发证。

值得一提的是，国土部在 1 月份还
公布了酝酿近 10 个月的 《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细则内容分别对
“集体土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
屋；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等不动产类
型的所有权登记进一步明确、细化。同
时，对海域使用权登记、地役权登记、抵
押权登记等方面也有详细规定。

国土部要求，2015 年全国不动产登
记职责机构整合基本完成以后，2016 年
不动产登记制度工作重点开始落地基层，
并全面形成制度体系；最终于 2017年实
现信息共享，依法公开查询。经济参考报

多地不动产登记加速“落地开花”

2 月 1 日起，广东
摩托车大军返乡迎来
高峰。连日来，肇庆市
各县区相关部门组织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
小湘、封开等地的油
站、收费站、国道边上
设立 10 多个服务站。
为骑摩托车返乡的务
工人员免费提供热水、
稀饭、取暖、医疗、摩托
车维修等便民服务。

李坚强 摄

广东摩托车大军迎来返乡高峰
沿途设 10多个服务站温暖回家路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亲朋好友
聚会，餐桌上难免要喝酒助兴，可是如
果喝到假酒，后果会很严重。上海的王
先生喝了假五粮液后一度眼睛失明，
警方调查发现，“五粮液”竟然产自我
省芜湖山村的一家养猪场。

日前，芜湖警方联合工商部门成
功斩断一个特大制假售假网络，抓获
25 名犯罪嫌疑人，收缴假酒上千件，
扣押赃款两千余万，涉案价值上亿元。

喝假五粮液一度失明
去年 5 月，上海市民王先生父亲

过六十大寿，王先生在当地一家酒类
专卖店花 1300 多元买了两瓶五粮
液。谁知道喝酒后，家人出现眼睛酸疼
症状，王先生自己也看东西模糊，几天
后眼睛一度失明。经过医生诊断，王先
生的失明可能是喝了假酒引起的。王
先生报警，民警调查发现，上海还有类
似喝了五粮液酒中毒的案件。

上海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得知该

店销售的五粮液是一位芜湖籍男子向店
家供的货。民警暂时封存该店所有芜湖
供货的五粮液，经过当地有关部门鉴定，
这些五粮液均为假酒。上海警方将这一
消息反馈给芜湖警方。

假酒产自山村养猪场
经过摸排调查，民警获取一条重要

信息。在芜湖市三山区峨桥镇一个小山
村里，一家养猪场经常有货车进出，养猪
场除了出入口有人值班外，外面还设有
三道卡哨，只要有陌生人靠近，立即有人
通风报信。

民警以一家企业需要购买猪肉为
名，在取得值班人员信任后，进入院子。
院子里有一个仓库大门紧锁，除了几十
头生猪散发出的难闻异味，还夹杂着白
酒的气味。

去年 6 月的一天，民警发现一辆货
车进入养猪场，半个多小时后货车开出，
进入鸠江区一小区，很快有人将货车上
的纸箱搬下车。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

现从养猪场运出的货物大都拉到芜湖鸠
江区、弋江区的多个出租屋，随后送往上
海、温州、广州、深圳等地。

养猪场气味掩盖酒味
民警设法拿到一瓶五粮液带回，经

过鉴定，该酒除了瓶子是真的，瓶盖、外
包装盒和酒水均为假冒。至此，一个特大
制售假酒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芜湖警
方和工商部门兵分多路，捣毁十余处生
产假酒窝点。

在峨桥镇这家养猪场内，眼前一幕
让执法人员大吃一惊。假酒窝点苍蝇乱
飞，地上到处是猪粪。芜湖市峨桥派出所
所长韩隆木说：“假酒窝点选择在养猪
场，主要为了掩人耳目，养猪场的气味也
可以掩盖酒的气味。”

在养猪场的一个大仓库内，有大量
已经包装好的五粮液、茅台，仅仅假五粮
液就有 5300 多瓶，以及上万个伪造的
五粮液商标、瓶盖、包装盒等，用于白酒
灌洗、封口、包装的机器也一应俱全。

勾兑时加入有毒物质
据犯罪嫌疑人徐某交代，该犯罪团

伙从 2014 年 3 月开始，从外地回收大
量五粮液、茅台等空酒瓶和塑料包装盒，
同时批发金六福白酒，运到芜湖 10 余
处窝点，勾兑金六福伪造高档白酒。

“金六福也是五粮液厂出品的，香
型和五粮液一致，度数一样，口感上没有
多大区别，以此来误导消费者。更为恶劣
的是，为了让喝酒的人认为是五粮液，他
们添加了有毒物质，致使喝酒的人中
毒。”办案民警说。

由于成本低廉，这个黑作坊生产的
假五粮液价格远低于市场价，成本是四百
多元一箱，卖到市场上三千多元，主要销
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这些假酒的
仿真度极高，包装盒上有真的条形码、合
格证，消费者用肉眼根本无法分辨。

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先后在合肥、
南京、温州等地抓获犯罪嫌疑人 25
名，扣押赃款两千余万，斩断了这一涉
案上亿元的特大制假售假网络。目前，
涉案假酒已被查扣，此案还在进一步调
查处理中。 新安晚报

男子喝假五粮液一度失明 “名酒”竟产自芜湖养猪场

时值年底, 屡打不绝的电信诈骗
再度疯狂。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中大奖”
“手续费”等传统诈骗招数依旧猖獗,
让不少老年人的血汗钱化为乌有;另
一方面, 骗子们的诈骗手法也不断花
样翻新,与“微信”“二胎”等相关的
电信诈骗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

态势疯狂: 一人竟被多个团伙骗
了 4次

近日, 昆明市公安局刚刚公布了
一起“奇葩”诈骗案:80 多岁的老人
被骗 4 次后才报警、正规物流公司的
工作人员竟倒卖客户信息。

在这起案件中, 昆明市民王大爷
先是接到上海一家“收藏拍卖公司”
的电话,称要以 100 多万元收购其收
藏的工艺品,但需要支付手续费。不久
老人收到了一份快递来的小礼品,就
以货到付款的方式支付了 7 万元“手
续费”, 但后来对方电话就再也打不
通了。

此后的 3 个月老人又 3 次被同
样手段诈骗,先后 4 次共被骗走了 42
万元。

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刑侦大队
警察杨碧波介绍, 警方侦破案件后抓
获了盘踞在上海的王亮亮(化名)犯罪
团伙。但侦查后发现,王大爷被骗了 4
次,只有 1次是王亮亮团伙所为。“我
们又对多名受害者进行了调查, 没有
哪个受害者是只被一个团伙诈骗
的。”他认为,这足以说明电信诈骗之
疯狂、后果之严重。

来自昆明市公安局的统计数据表

明, 最近三年电信网络违法犯罪案件年
立案数均不低于 3000 件, 犯罪活动造
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均超过亿元, 而且呈
逐年上升趋势。另据了解,昆明市 2015
年因电信诈骗造成的损失近 2亿。

电信诈骗犯罪的疯狂态势已引起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15 年 10
月 30 日公安部联合 22 个成员单位共
同开展专项行动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
犯罪,2 个月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6708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825 名,打
掉团伙 927个。

内贼作祟: 物流公司内部人员倒卖
公民信息

电信诈骗与公民信息泄露密切相关
已为公众熟知,但是,公民信息泄露的随
意和严重程度仍足以令人吃惊。

昆明市公安局破获的这起诈骗案中
隐藏着明显的利益链, 其顶端就是公民
信息的售卖者韩某。作为上海一家宅急
送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从
宅急送客户资料里选择有电视购物习惯
或喜欢购买收藏品的人, 并把名单提供
给王亮亮团伙。“韩某也是整个诈骗团
伙的组织者, 从团伙诈骗的钱中分成
75%。”办案警官说。

除了使用这些信息, 王亮亮团伙还
从网络上以 1 元 1 条的价格购买公民
信息, 同时又把韩某提供的公民信息再
转手倒卖给另外一个诈骗团伙。

可笑的是,为了反侦查,王亮亮团伙
在快递单收件人一栏填的都是自己成员
的电话,“结果,这些成员之后就经常接
到其他诈骗公司的电话。”

办案警官说:“说明他们作为快递

单上的收件人, 自己的信息也被物流公
司拿去卖给了其他诈骗团伙。”

此外,云南省发生的多起“生二胎
补贴”诈骗中,接到诈骗电话的人都确
实刚刚生育了二孩, 说明他们的信息也
被泄露了。

“电信诈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犯罪,
牵涉到方方面面。”云南凌云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孙文杰分析, 这就是公安部打
击电信诈骗的专项行动要联合 22 个成
员单位的原因。比如,诈骗团伙往往有多
个非实名金融账户, 这牵涉到银行的职
能;诈骗团伙拨打电话要用到网络电话、
“移动座机”、非实名电话卡等,这牵涉
到电信企业; 诈骗对象的选择则依赖于
公民信息, 这涉及掌握了大量公民信息
的物流公司、商场、电信运营商等。
防不胜防:新诈骗招数紧随社会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 “涉嫌洗钱”
“医保、社保异常”“解除分期付款”等
常见手法外, 电信诈骗团伙正紧跟新政
策和社会热点,不断“推陈出新”,一些
新型诈骗手段不断出现。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微信,至少出
现了以下几种与微信有关的诈骗方式:

一是伪装身份诈骗。犯罪分子利用
微信“附近的人”查看周围朋友情况,伪
装成“高富帅”或“白富美”,骗取感情
和信任后,随即以资金紧张、家人有难等
各种理由骗取钱财。

二是代购诈骗。犯罪分子在微信圈
假冒正规微商,以优惠、打折、海外代购
为诱饵,待买家付款后,又以“商品被海
关扣下,要加缴关税”等为由要求加付,
等拿到货款后就“人间蒸发”。

三是爱心传递诈骗。犯罪分子将虚
构的寻人、扶困等内容以“爱心传递”的
方式发布在朋友圈, 不少善良网民都会
转发, 其实里面所留联系方式绝大多数
为外地号码, 打过去不是吸费电话就是
通讯诈骗。

四是点赞诈骗。犯罪分子冒充商家
发布“点赞有奖”信息,要求参与者将姓
名、电话等个人资料发至微信平台,一旦
商家套取完足够的个人信息后, 即以
“手续费”、“公证费”、“保证金” 等形
式实施诈骗。

五是利用公众账号诈骗。犯罪分子盗
取商家公众账号后,发布“诚招网络兼职,
帮助淘宝卖家刷信誉, 可从中赚取佣金”
等推送消息。受害人信以为真,遂按照对方
要求多次购物刷信誉,后发现上当受骗。

又如,随着“二孩”新政的实施,云
南省曲靖市公安局最近就破获了一起以
“生二孩领取国家补贴”为由的诈骗案。
骗子称刚生完二胎的家庭可以领计生补
贴但要到自动柜员机上进行验证, 受害
人按照提示“验证”后即被骗数千元。此
外,还出现了二维码等诈骗方式,受害人
一旦扫描了二维码, 手机就会被植入木
马病毒。

云南大学法学院院长高巍认为,由
于电信诈骗涉及多个方面, 对其打击也
是一个社会综合治理的过程。重要的不
仅是对倒卖公民信息的部门、企业、个人
应严格追究刑事、行政或民事责任,而且
应强化服务商对服务内容或信息的审查
义务, 对于通讯服务商存在监管过失或
渎职的,应当严格追究法律责任。同时,
政法机关应勇于担责, 注重电信诈骗的
预防和惩治并举, 特别是重视预防性机
制的建构。

人民网

疯狂电信诈骗:老问题背后有多少“新花招”

我国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 1 月 31 日向记者介
绍说，早春 2 月，如果天气晴朗，我国
公众可以欣赏到 “金星合月”“水星
西大距”“元宵月”和“木星合月”等
四大天象。

“主管”爱与美的“维纳斯”金星
2 月 6 日将与“月姑娘”相会，上演
“金星合月”美丽天象。

“一年中行星合月的现象会发生
几十次，其中‘金星合月’是观赏效果
最好的。当日晨，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
众面向东方天空，借助肉眼即可欣赏到
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赵之珩说。

2 月 7 日，农历羊年的最后一天，
2016 年首场水星大距将上演。

“这次大距是西大距，届时如果

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足够高，感兴趣的
公众可在晨曦中寻觅水星的靓丽身
影。”赵之珩提醒，“本次大距，水星日出
时地平高度只有 13°，观测条件不太
好，观测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2 月 22 日是元宵节，赏月自然少不
了。“今年的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
十六圆’，最圆时刻出现在 23 日 2 时
20分。”赵之珩说。

进入2月，太阳系的木星在20时之
后从东方升起来，几乎整夜可见。24日晚，
这个太阳系的“大个子”将与曼妙的“月
姑娘”近距离接触，奏响“星月交响曲”。

“有兴趣的公众在欣赏星月争辉的
同时，可尝试使用双筒望远镜观察木星
的彩色条纹、大红斑及 4颗卫星。”赵之
珩提醒说。 新华网

早春二月我国公众可赏“金星合月”等四大天象

农历小年在不同地区具体日期并
不相同，北方大部分地区为农历腊月
二十三，南方不少地方则是腊月二十
四，甚至在一些日历上，腊月二十三和
二十四都被标为“小年”。

民俗专家表示，清朝中期之前，小
年祭祀多选择在腊月二十四，腊月二
十三过小年，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清朝
官方祭祀的影响。

据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江玉祥研究，小年源于上古时期人们
对火的崇拜，在殷商时期的“五祀”和
西周的“七祀”中，“祀灶”都是重要
内容。魏晋之后，作为“祀灶”对象的
灶神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小年作为节
日基本成型。清朝之前，小年祭灶都在
腊月二十四，如在成书于宋末元初的
《梦粱录》中，就有“(腊月)二十四日，

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的记载。
江玉祥告诉记者，清朝建立之后，皇

家通常选择在腊月二十三日祭灶，《清
史稿》就有“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
灶以为常”的记载。到了清中期嘉庆、道
光年间，由于距离政治中心较近，北方民
间小年祭灶时间受官方影响逐渐变为腊
月二十三日，南方大部分地区则沿用旧
历。

民俗学家表示，尽管在小年时间上不
同地方存在差异，但各地年俗相互影响融
合却是大势所趋。“如今过小年，不管在南
方还是北方，祭灶仪式越来越少，取而代
之的是吃糖、扫屋等相对简单的礼俗。如
果有条件，大多会准备一桌‘小年饭’，全
家也真正进入了‘春节节奏’。”青海师范
大学民俗学者蒲生华说。

人民网

过小年南北方为何差一天？南方沿用旧历

新年伊始，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文兴
东三里58号的 95187站点新年再次上
演中奖传奇故事：1月2日95187这台机
凭一张1胆16拖复式票喜中36选7第
16001期特等奖500万，神奇的是，这次
的中奖票与2015年6月11日中的500
万打法完全一致，都是1胆16拖，甚至
“31”号这个神胆都用一样的号，97187
这家旺站现今不仅在厦门人尽皆知，一片
旺的景象已然成为福建省的传奇站点。

95187 站点的业主王嵚是位 80
后的胖小伙，虽年轻可现如今对店内
中大奖已经很淡定了，因为他的店中

大奖的喜事频率太高，旺到全省的同行
都觉得他像神一般，因为不仅上述的两
次同胆中出的大奖，实际上在 2015 年 6
月 6 日还有一次也是 1 胆 16 拖中了
500万巨奖，紧随其后才隔 5天，6月 11
日“31”号做胆的 1胆 16拖又中 500
万，加上新年新中的 500万已经连续三
次把36选 7特等奖包揽。王嵚说更为神
奇的是这三次大奖的中奖者皆出自他的
同一个客户，而且全是他去省中心代为
领奖的，如此巨奖都放心交给王嵚，店家
与客户的关系俨然已经发展成为好朋
友。 中国体彩网

厦门神奇站点一年内 3出 500 万头奖 得主竟然为同一人

24岁的小伙王某,在支付宝平台上
建立了数个聊天群,随后拉拢网友入群。
当群人数增至数十人后, 便以抢红包的
形式组织赌博。每次红包由王某信任的
固定人员发放, 每次抢得金额最多或者
最少的人向固定发红包的人返还大于起
始金额的红包。固定发红包的人收到返
还红包后再继续发红包,以此类推。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 王某组
建的这个红包赌博群成员达上百人,
覆盖江苏、浙江、福建、贵州和山东 5
个省,涉案赌资达 1000 余万元,王某
等人获利达 100 余万元。江苏省张家
港市警方成功破获了这起江苏省首例
利用支付宝平台开设网上赌场的特大
赌博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3名。

网络聊天群异常火爆彻夜不息
2015年 9月初, 张家港市公安局

网警大队民警在开展日常网络巡查时,
发现一个聊天群聚集了上百名网友,聊
天氛围异常火爆,有时甚至彻夜不息。

通过进一步核查, 民警发现这个
群聊建立在“支付宝”平台上,且有异
常的资金往来。根据经验,民警判断这
可能是一个网络赌博群, 随即会同该
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及乘航派出所成立
专案组展开调查。

经过对赌博群的初步查证, 参与
群聊的成员分布很广,覆盖了江苏、浙
江、福建、贵州和山东 5个省。群聊成
员并不固定,不断有新成员加入,也有
人退出, 但总人数基本维持在百人左
右。在相关网络平台的配合下,警方成
功掌握了这个群里涉赌人员的信息和
资金流向。

2015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张
家港警方对“9·14 网络赌博专案”集
中收网,先后在浙江、福建、贵州、江苏
等地抓获以张家港籍男子王某为首的
犯罪嫌疑人 13 名,缴获涉案手机、电
脑 20 余部, 成功破获全省首例利用
支付宝平台开设网上赌场的特大赌博
案件,涉案金额 1000 余万元。

抢红包实为赌博有人抽头渔利
100多名分布各地的网友, 素未

谋面, 他们是怎样将一个聊天群变成
网上赌场的呢?

今年 24 岁的张家港籍嫌疑人王某是
赌博群的牵头人之一。2015 年 9 月以
来, 王某伙同几个朋友在支付宝上建立
了数个聊天群,随后拉拢网友入群。当群
聊人数增至数十人后, 王某等人就带头
开始“抢红包”。

在王某的“红包群”里,红包由固定
的人员发放,这些人被称为“发包手”,
基本都是王某信任的朋友。每次“抢红
包”前,大家约定好游戏规则,“发包手”
开始会发放一定金额的起始红包, 由抢
得金额最多或者最少的人向 “发包手”
返还大于起始金额的红包。“发包手”收
回红包后再继续进行下一轮游戏。

在王某等人所谓的“抢红包”游戏
中,已经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有人抽头渔
利, 有人招徕网友, 与开设网络赌场类
似,但又具有很强的迷惑性。由于网友大
多来自异地、相互间不认识,共同的话题
十分有限, 参与群聊的动机仅仅为了
“抢红包”,因此,“红包群”也就成了真
正意义上的赌博群。

抢到的红包越多输的就越多
实际上,通过“抢红包”进行赌博的

形式这两年并不少见。
据王某交代, 之前也在群聊里参与

其他人的赌局,后来就自己建群,组织人
赌博, 入群的网友需先交一定金额的押
金。“红包完全随机,只要玩得多,进来
的基本都要输钱。”

为了让“红包群”保持吸引力,王某
等人将“抢红包”玩出了不同的花样。例
如, 根据红包金额的最后两位相加,以
“21 点”“牛牛”等形式计算输赢,这样
的名目既像“抢红包”,又类似现实中的
赌博,充分调起了赌徒们参与的劲头。由
于输赢规则足够简单,每个“抢红包”的
回合慢则 1 分钟、快则 10 多秒,因此,
每次赌局的总金额十分可观。

据统计,从 2015 年 9 月中旬到 11
月中旬的两个月时间里, 王某等人建立
的赌博群全部进账达到 1000 多万元,
先后有数百人参与赌博。通过抽头渔利,
王某等人获利 100 多万元。

目前,涉案的 9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
已被依法逮捕, 专案组正在对参与赌博
的嫌疑人进行核查。 法制日报

江苏省破获首例支付宝特大赌博案 “抢红包”俩月吸金千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