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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彭先生来电反

映，日前，其驾车至大奇

山国家森林公园游玩时，

景区收费岗亭还未到，就

有自称“景区工作人员

（挂工作证，未着统一工

作服）”拿着二维码上前

收取停车费。不扫码缴

费，就不让其车辆开入景

区。对此，彭先生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该收费行为

是否合理。

县旅投公司回复，大

奇山景区共有 5 个停车

场，分布在景区入口处周

边，其中一个停车场在景

区收费岗亭外围。日常

接待时，景区统一在岗亭

处对来往车辆收取停车

费。1月1日至3月31日，

大奇山景区实行首道门

票免费政策，又逢春节期

间，前来景区自驾游车辆

激增，周边村社走亲访友

车辆也大增，导致通景道

路十分拥堵。为有效缓

解拥堵，景区临时将收费

路卡设置在岗位外围的

停车场入口处（距离收费

岗亭150米左右），安排工

作人员提前介入车辆引

导工作，该路段属于大奇

山景区范围。彭先生驾

车来景区时，正是春节期

间游客量高峰时段，景区

根 据 桐 发 改（【2020】10

号）收费标准向其收取停

车费，合乎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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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一、出台背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2021年 4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注重源头治理，加强法律制度

建设，为打击治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年 4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牵头，会同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人民银行等部门抓紧推进反电信网络诈

骗立法工作。经一年多深入调研论证、广

泛征求意见，并三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于2022年

9月通过。

随着信息社会快速发展，犯罪结构发

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犯罪持续下降，以电

信网络诈骗为代表的新型网络犯罪已成

为当前的主要犯罪形态。犯罪分子利用

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网络黑灰产业交易等

实施精准诈骗，组织化、链条化运作，跨境

跨地域实施，已经成为当前发案最高、损

失最大、群众反响最强烈的突出犯罪。

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实践

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综合治理、源头

治理方面的制度措施不够充分；相关法律

规定较为分散，不够明确，针对性不强；实

践中一些好的做法和政策文件需要上升

为法律规定。因此，打击治理实践呼唤一

部专门立法。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作为专门立法，虽

然体量小，但涉及金融、通信、互联网、个

人信息保护等各领域，是一部集中全面、

系统综合、针对性强的法律，目的是解决

当前迫切需要的立法需求，坚持急用先

行。专门立法与行业立法将相互配套、共

同发力，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

供充分的法律制度保障，备足法律制度供

给侧。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一部预防法、

管理法，注重源头治理、前端预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22年 9月 2日通过，自 2022年 12月 1日

起施行。

二、基本概念
目的：为了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

络诈骗活动，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保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

定和国家安全，根据宪法，制定的法规。

定义：本法所称电信网络诈骗，是指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

段，通过远程、非接触等方式，诈骗公私财

物的行为。

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发展

和安全，立足各环节、全链条防范治理电

信网络诈骗，精准发力，为反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支撑。

打击治理对象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境内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境外实施的电信网络

诈骗活动。境外的组织、个人针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

或者为他人针对境内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活动提供产品、服务等帮助。

三、工作机制
1. 国务院建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机制。

2.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领导本行

政区域内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3. 公安机关牵头负责反电信网络诈

骗工作。

4. 人民法院、检察院发挥审判、检察

职能作用。

5.金融、电信、网信、市场监管等有关

部门履行监管主体责任。

四、前端防范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

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普及相关法律和知

识，提高公众对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方式的

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八条规定了

以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市场监管、民

政等有关部门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各单位为义务主体的反电信网络诈骗

宣传工作。

要增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的

针对性、精准性，对容易遭受电信网络诈

骗的老年人、青少年群体要开展针对性宣

传教育，通过普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高防

骗意识和识骗能力。

要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等

活动。

各单位应当加强内部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工作，对工作人员开展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教育。

单位、个人应当协助、配合有关部门

依照本法规定开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

新闻、广播、电视、文化、互联网信息

服务等单位，应当面向社会有针对性地开

展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教育。

五、行业治理
1.电信业务经营者

依法全面落实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

息登记制度，承担对代理商落实电话用户

实名制管理责任；

对经识别存在异常办卡情形的，有权

加强核查或者拒绝办卡；

对监测识别的涉诈异常电话卡用户

应当重新进行实名核验，根据风险等级采

取有区别的、相应的核验措施；

建立物联网卡用户风险评估制度和

物联网卡的使用监测预警机制；

规范真实主叫号码传送和电信线路

出租，对改号电话进行封堵拦截和溯源核

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造、买

卖、提供或者使用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等违法犯罪的设备、软件。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及时识别、阻断非法

设备、软件接入网络，并向公安机关和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告。

2.金融行业

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建

立客户尽职调查制度，采取相应风险管理

措施，防范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等用于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

金融、电信、市场监管、税务等有关部

门建立开立企业账户相关信息共享查询

系统，提供联网核查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统筹建立跨银行业金

融支付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反洗钱统

一检测系统；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完善反

洗钱可疑交易报告制度。

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应

按照国家规定，完整、准确提供交易信息，

保证交易信息的真实、完整和支付全流程

中的一致性。

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

完善电诈涉案资金紧急措施制度。银行

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配合

公安机关依法采取相关措施。

3.互联网行业

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监测识别的涉

案异常账户应当重新核验。

设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应办理许

可或备案手续，为应用程序提供封装、分

发服务的，应当登记并核验应用程序开发

运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核验应用程序的

功能、用途。

公安机关办理电诈案件依法调取证

据时，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及时提供技术

支持和协助。

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

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

应当依法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用

户不提供真实身份信息的，不得提供服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者帮助。

六、法律责任
个人信息保护：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

责的部门、单位对可能被电信网络诈骗利

用的物流信息、交易信息、贷款信息、医疗

信息、婚介信息等实施重点保护。

公安机关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

当同时查证犯罪所利用的个人信息来源，

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和单位责任。

限制个人出境：对前往涉诈严重地区

且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

电信网络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可以根据

情况采取出境限制措施。

跨境打击：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

有效打击遏制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救济措施：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应当

加强追赃挽损，完善涉案资金处置制度，

及时返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对遭受重

大生活困难的被害人，符合国家有关救助

条件的，有关方面依照规定给予救助。

（记者 陈艺琨 整理）

本报讯（通讯员 叶钽 记者 金

黄璐敏）“感谢郎大伯，也感谢村委和

派出所，钱包终于找回了，帮我省下

很多麻烦！”近日，衢州常山人曾皓从

工作地杭州赶回桐庐，取回遗失的钱

包，向大家表示感谢。

事情要从 1 月 26 日说起。曾皓

从常山老家驾车返回杭州，恰逢返程

高峰，高速堵车严重，他便绕道分水

镇朝阳村大王殿山岭头公路返回。

到了杭州才发觉钱包丢了，而且想不

起是何时何地丢的。直到前几日，曾

皓接到了常山老家派出所民警打来

的电话，说钱包在分水镇朝阳村找到

了。

钱包正是该村村民郎冬炎在山

岭头捡柴火时找到的。他打开钱包，

发现内有身份证、银行卡、工作证及

现金，但找不到联系方式，在路边等

了半个小时，没看到车辆经过，便下

山找到了村委。之后，朝阳村工作人

员将钱包交给分水派出所，几经辗

转，分水派出所终于通过常山派出所

联系到了曾皓。

得知钱包失而复得，曾皓当天下

午就从杭州赶到分水镇朝阳村。接

过钱包后，他连连向郎冬炎道谢并送

上谢礼，却被婉拒了。“钱包里那么多

银行卡，还有证件，补办很麻烦的，换

谁丢了都会很着急，我们就想着能赶

快联系到失主。”郎冬炎说。

据了解，郎冬炎是有着53年党龄

的老党员，他的平凡善举，无不彰显

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拾金不昧暖人心 弘扬时代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 苏文 记者 周

雨婷）日前，江南镇人民政府在开展

文物安全巡查工作中，发现江南镇深

澳村一清代建筑，存在农户擅自修缮

情况。随后，江南镇人民政府联系县

文广旅体局、江南镇综合行政执法

队、深澳村相关负责人等，一起到现

场进行情况调查。

经现场查看发现，该建筑棣萼堂

建于清嘉庆年间，一直使用至今。是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深澳建筑群的重

要组成部分，属于不可移动文物。县

文广旅体局现场向农户范某某发放

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范某某报文

物行政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修缮，

同时在文物部门指导下，限期恢复文

物原状。范某某对整改通知情况认

可，并表示会积极配合整改工作。

据县博物馆馆长陈淑珍介绍，深

澳建筑群是由建于明至民国的古建

筑及水利设施组成的，2017年 1月被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七批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千年古镇的缩

影，拥有浓郁民俗风情、独特水系资

源、庞大古建筑群和深厚宗氏文化，

是集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于一体

的村落综合体。

“文物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具有典型的公共文化属性，我们基层

政府在文物保护工作上任重而道远。”

江南镇党委委员郑继红说道，“这次联

合执法，是我们实施监管一件事的场

景应用，文物保护工作具有较强专业

性，需要加大对村民文物保护法律法

规的宣传。通过依法行政抓手，全面

排查江南镇文物安全隐患，为文物工

作提供有力的保障支持。”

近年来，江南镇与县文物部门、执

法部门共同构建了“多位一体”的文物

保护体系，形成有效联动机制，在加强

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方面有了质的提

升，让文物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

查、公开透明、人人参与，切实提升了

基层的文物保护能力和水平。

多方联动 筑牢古村落文物保护安全屏障

昨日，我县中小学生集中返校报到。新学
期新气象，为了迎接学生们重返校园，不少学
校的老师们纷纷准备创意满满的开学“大礼
包”，帮助孩子们开启崭新的学习生活。

（通讯员 季春 钟柳杰 记者 黄强 摄）

开学啦！

关键词：住宅区养鸡

市民叶女士来电反

映，其是城南街道永泰公

寓小区住户，多年以来，

该小区内一直有居民养

鸡 。 近 期 ，每 天 上 午 9

点，有公鸡在小区正中心

花坛中打鸣，存在扰民问

题，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

理住宅区养鸡问题。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回复，接件后，该局城南

中队执法队员立即前往

该小区实地查看，发现确

实有三户居民因为过年

临时饲养公鸡，因该小区

无物业日常管理，执法队

员已联系到了一户公鸡

主人，对方表示将及时处

理。此外，执法队员也将

及时联系另外两户鸡主

人及时处理。

桐庐县瑶琳镇心心幼儿园拟将停办，如
有未结清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请及
时来我园登记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
为放弃法律权利。

一、债权、债务范围：2023年1月19日-
2023年3月4日之未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天内（2023年1月19日-2023年3月4日）。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瑶
琳镇皇甫村仙境路182号。

四、登记凭据：
1.请债权、债务人员携带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个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

2. 有效债权、债务凭据（原件及复印
件）。

联系人：金丽军
联系电话：13777392360
机构名称：桐庐县瑶琳镇心心幼儿园
2023年2月7日

债权债务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