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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之后就是深渊

河南安阳

对多名涉“狗咬人”事件干部作出处理
新华社郑州 11 月 23 日电 在
“狗咬人”舆情发酵后，23 日晚，河
南安阳通报了对涉
“狗咬人”
事件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通报指出，
安阳市委、市政府责
令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市市场监管
局、市公安局文峰分局、文峰区中华
路街道办事处四个单位作出深刻检
查，
并在全市通报批评。
对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为：给
予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二
级调研员张占方诫勉谈话处理；给
予安阳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监督检
查科副科长兼市城市管理局专项治
理办公室副主任郭双军党内严重警
告、记大过处分，并给予免职处理；
给予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支队负责人、二级高级主办蔡国强
诫勉谈话处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
城市管理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冯海
军记过处分；给予安阳市文峰区中
华路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马彦
丰政务警告处分；给予安阳市公安
局文峰分局中华路派出所所长杨占
山诫勉谈话处理。给予事件当事人
安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正科级稽查专员王新刚党内严重警

——境外诈骗者谎言的背后

华夏 聚焦

信网络诈骗
‘人员流’
，
深挖潜藏的
‘金
主’，才能真正严惩、震慑非法出入境
犯罪。”时任福建省三明市副市长、公
在福建省永安市看守所里，张
安局局长，现任福州市副市长、市公安
某中回忆了
“不堪回首的两个月”。
局局长王锡章说。
“到西南边境境外去，在赌场工
去年 9 月，福建三明公安机关探
作，月收入五六千”，2019 年 5 月， 索运用大数据，排查出全国范围内涉
面对高中同学抛出的诱惑，无业的
嫌非法出入境人员近 10 万人。
他开始了从福建到西南边境境外的
2019 年 9 月偷渡回国的张某中，
噩梦之旅。
就是在一次大数据排查时被发现的。
偷渡，手机被没收，被监控，无
2021 年 3 月，他走进了看守所，为曾
自由。每天上社交软件聊天，与各
经的错误付出代价。
种目标对象“撩”十多个小时，直至
今年 5 月，公安部在全国统一发
达成目的——让对方一步步陷入圈
起“断流”专案行动集群战役，目前已
套。
抓获组织招募人员赴境外实施电信网
停电停水、蚊叮虫咬、生病不能
络诈骗嫌疑人 3.3 万余人，案件还在
就医，这些都不算什么。据张某中
进一步侦办中。
观察，
在这里被迫从事诈骗的人，
每
永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林
天在监视下工作 16 个小时以上；业
希宁介绍，
“断流”
专案行动开展以来，
绩不达标或不服从管理，就会被殴
仅永安就劝返了 296 人，目前还剩 70
打、电击，
被关进
“狗笼”
和
“水牢”。
多人滞留境外。
中国的西南边境境外，电信网
距离永安近 1600 公里的四川省
络诈骗近年来逐渐猖獗。据办案民
叙永县，警方于 6 月发布滞留西南边
警透露，一个大型诈骗窝点为了保
境境外人员回国公告并公布相关政策
证盈利，每日诈骗金额需要达到上
后，次日即有 10 余人联系派出所表示
千万元。这些压力，被直接转移到
愿意回国，截至目前，名单上的 101 人
境外诈骗人员身上。
已经有 37 人回到国内，17 人正在西
去年 5 月，18 岁的张某安偷渡
南边境排队入境。
到境外后，经过简单培训，开始了不
在叙永县马岭镇，23 岁的境外回
分昼夜的“网聊”。一套话术下来， 流人员刘某煜，原本在四川省泸州市
对方同意加 QQ，张某安完成了他
一家公司上班，月工资四五千。踏实
的任务，聊天对象将被转入下一个
的日子终结在去年 11 月 19 日。那一
环节，
由其他人接着聊，直到诈骗成
天，听信朋友诱惑的他，
被迫加入诈骗
功。
团伙。
如果没有完成当日“加人”任
与 父 亲 再 见 面 已 是 2021 年 3
务，张某安会被罚抄
“话术”
数十遍。 月。
“ 差点认不出来，他原本个子就不
原本以为可以
“躺着赚钱”
的张
高，现在更加瘦小了，一双眼睛空洞
某安，
最后一分钱没挣，倒赔了两万
洞，叫他也不应了。”
父亲痛心地说。
多元赎金，在警方帮助下才回到国
因在西南边境境外诈骗窝点期间
内。
“业绩不达标”，长期被体罚、殴打，刘
“都是忽悠人的，
不要抱着侥幸
某煜产生严重心理阴影。回国后，他
心理。”
每每想到自己曾参与诈骗国
多次离家出走，并数次有轻生念头和
人的犯罪行为，张某安就感到百爪
举动。
挠心、愧对父老。
该镇另一名回流人员，30 岁的邱
“非法出境人员的供述，揭穿了
某彪，因违反团伙规定时常被殴打、电
谎言背后的无尽深渊。”
云南出入境
击，回国后精神抑郁，于今年 7 月因病
边防检查总站普洱边境管理支队支
死亡。
队长黄伟说，
他们大多受了诱骗，
以
境外回流人员的真实经历，揭穿
为到境外能“赚大钱、赚快钱”。到
了“西南边境境外地区是天堂”的谎
达边境后，几十个人挤在狭小的出
言。黄伟呼吁，切莫跨出错误一步，
坠
租屋、树林窝棚、野外山洞甚至猪圈
入噩梦、走到绝路。
内，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尊严。
如今已走出看守所，与妻儿团圆
“‘打蛇打七寸’。唯有切断电
的张某中，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
“只

告、撤职处分，
并调离执法岗位。
据了解，11 月 19 日，安阳市成
立了
“狗伤老人”
事件工作组。经核
查，涉事的两只犬经过训练和芯片
植入，中国工作犬管理协会为其颁
发了《犬注册登记证》，但该协会介
绍，该证不能作为认定工作犬的充
分依据。目前，安阳市城市管理局
已对涉事犬只进行收容，并注销了
涉事犬只的《养犬登记证》。同时，
安阳正组织对全市烈性犬、大型犬
进行全面排查整治，确保不再发生
类似问题。
工作组核查发现，
10月9日在安
阳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门
前发生的冲突中，
有人携带的伸缩棍
贴有警用标志，但为非警用制式装
备。有关部门已对伸缩棍携带者作
出警告处罚，
并依法没收伸缩棍。
关于网上反映的李小迎涉嫌诈
骗“百万”问题，工作组已责成安阳
市委政法委牵头，组织市政法单位
和殷都区公安局、检察院对该案件
进行复核。
另据介绍，23 日下午，安阳市
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
“转作风 提效
能”
警示教育整顿大会。

研究发现

1800 万年前犀牛与众不同的迁徙路线

新华社发
想老老实实过日子。
”
“断流”
专案行动有力斩断了前
往境外实施电诈活动的“人员流”，
沉重打击、震慑了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团伙。
今年 7 月以来，全国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发案呈多年未遇的下降态

势，
彻底扭转了境外诈骗窝点
“打不
胜打、防不胜防”
的被动局面。
对于公安民警而言，
“反诈的路
还很长，我们还要进行更加激烈的
对抗。但是，
我们坚定信心，
一定能
打赢这一仗。
”
王锡章说。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
者 23 日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获悉，该所研究团队在
山东山旺盆地发现了约 1800 万年
前的并角犀骨架化石。据此，研究
人员揭示了这类犀牛由欧洲至东亚
与众不同的迁徙路线。相关成果已
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亚洲地球科
学：
X》上。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邓涛介
绍，并角犀因为其左右两侧的鼻骨
前端各有一个小型的隆起角座而得
名，是一类生活在森林中或森林边
缘的犀牛。它们体长 2 米左右，与
人们在动物园可以见到的印度犀体
型相当。并角犀的上嘴唇较长且有
发达的门牙，便于从树上或灌木摄
取叶子和嫩枝，
提高采食效率。
“并角犀的化石记录最早出现
在 2500 万年前的欧洲，在 1600 万
年前灭绝。此次发现的化石距今约
1800 万年，包括完整的头骨、椎骨

和四肢骨。
”
邓涛说，
在当时，
青藏高
原已经隆升至 3000 米左右的高度，
动物想跨越青藏高原非常困难，但
并角犀具有较强的迁徙能力和适应
能力，
从西欧一直迁徙到东亚。
此次研究发现，并角犀的迁徙
路线与同时期的许多犀牛类群不
同。邓涛解释，大部分亚洲与欧洲
共有属种的迁徙途经青藏高原的南
缘，但并角犀更有可能是从青藏高
原的北缘经由中亚，
抵达东亚。
“青藏高原南缘环境温暖潮湿，
比较适合大型哺乳动物生存。
”
邓涛
解释，而中亚和山东山旺盆地都发
现了并角犀化石，它们在欧洲和东
亚之间迁徙途经青藏高原北缘是最
近的路线。北线的环境相对寒冷，
对动物的适应能力有较高要求，并
不是每个犀牛类群都能在此驻足停
留。并角犀有发达的门牙，采食效
率比较高，因此能在中亚地区繁殖
生存并留下化石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