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1年12月1日 星期三 责编王萌 版式宜文 总检张浩 天下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保持升势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冲
高回落，收盘微涨，你怎么看？

答：市场周二宽幅震荡，午
后各股指快速翻绿，尾盘有所回
升，最终沪指微幅收涨。盘面
上，个股涨多跌少，数字货币、医
药股继续强势，北上资金净卖出
34亿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73
只，跌停2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仍失守5日均线，两市合计成
交12219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
线附近，60分钟MACD指标均呈现
即将金叉的状态；从形态来看，
若不是午后外围市场的扰动，A
股将如期收出连阳走势，而沪深
股指60小时均线则再次在盘中
经受住考验，有意思的是平时关
注度不高的中证1000指数已经
刷新了近四年新高，足以说明当
前市场并不弱。期指市场，各期
指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增加，
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所增
加。综合来看，沪深两市成交额
连续第28个交易日突破万亿，短
期市场仍将保持升势。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
持有泽达易盛（688555）8万股，华创
阳安（600155）58万股，康芝药业
（300086）52万股，浪潮信息（000977）
17万股，国新能源（600617）45万股，
华菱钢铁（000932）52万股。资金余
额 4362714.24 元 ，总 净 值
24918314.24元，盈利12359.16%。

周三操作计划：浪潮信息、
国新能源、华创阳安、康芝药业、
泽达易盛、华菱钢铁拟持股待
涨。 胡佳杰

日本和法国首次发现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11
月 30 日报道，日本发现首例新
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患者是一名 11 月 28 日从
纳米比亚入境人员。法国当天
也报告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英国则宣布已发现该
毒株社区传播病例。

据 日 本 政 府 人 士 最 新 透
露，经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的基因分析，一名 11 月 28 日从
纳米比亚入境日本的男性感染
的是奥密克戎毒株。这也成为
日本发现的首例该毒株感染病
例。这名男性抵达日本后和同
行家人都在日本政府指定设施
隔离。

法国多家媒体当地时间 11
月 30 日报道称，法国出现首例
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地点在
海外属地留尼汪岛。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管、微生物
学家帕特里克·马文居伊当日接
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患者是

“一名 53 岁的男子”，他曾前往
莫桑比克并“在南非中途停留”，
于11月19日到留尼汪岛。目前
他与周围密接人员处于隔离状
态，“该男子出现肌肉疼痛和疲
劳等症状”。

英国卫生安全局11月29日
确认，英国已累计发现 11 例新
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其中一些没有近期旅行
史。这意味着已经出现了社区
传播病例。 据新华社

瞬间给网店下上千个订单，然后集中
退货并给差评；以“没有官方授权”等理由
向平台举报，要挟店家交“保护费”……

近日，福建莆田警方破获一起网络犯
罪案件。“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多地
出现类似案件。这些案件通常手法简单
粗暴、蔓延迅速，参与者不少是青少年，值
得高度警惕。

短短数月上千家网店
遭恶意勒索

不久前，莆田警方通过数月侦办成功
破获一起网络犯罪案件，抓获嫌疑人 15
名。案件涉及被敲诈网店 1200 余家，涉
案金额超过300万元。

专案组成员、仙游县公安局网安大队
负责人王正亮说，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
现，有网民有组织地频繁在电商平台下
单，然后给差评、要求退款，行为异常。通
过顺藤摸瓜，警方掌握了该团伙的犯罪事
实及内部架构、作案流程。

经查实，自去年10月起，团伙核心、犯
罪嫌疑人刘某某先后创建 100 多个 QQ
群、微信群，发展了十几名骨干成员，打着

“地下执法队”的旗号，在多个电商平台短
时间内集中下单，之后集中给予差评并退
款，以此要挟卖家缴纳几百元到数千元不
等的“保护费”。

据警方介绍，一些网店的不规范经营
行为被犯罪嫌疑人盯上。比如，一些新注
册的网店没有取得品牌方的授权证书；有
些网店商品库存不足，而平台对发货时限
有明确要求；还有的网店在商品介绍中使
用了“最好”“绝对”等违反相关法律的“极
限词”。瞄准“猎物”后，犯罪嫌疑人组织团
伙在短时间内制造大量交易，然后给予差
评或进行投诉举报；同时，私底下提出撤销
差评或投诉的附加条件，向商家施压。

一个被敲诈勒索的网店经营者告诉
记者，一旦短时间内涌入大量差评，轻则
影响网店曝光率，重则会被平台和市场监
管部门处罚。为了花钱消灾，这名网店经
营者给犯罪团伙转了8000元“保护费”。

记者从专案组获悉，在本案中，有的
网店短短数月间被敲诈多次，损失达2万
多元。

此外，山东、广东等地警方近期也破
获了类似网络犯罪案件。其中，山东警方
破获的一起案件，涉及全国 20 余个省份
2000多个商家。

“滚雪球”吸收下线
教唆未成年人加入

莆田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四大队队长

卜健告诉记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采
取“师带徒”的模式，利用网络扩散收徒信
息，并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分别收取188
元至888元的“拜师费”，传授相应勒索话
术。短短10个月内，该团伙已发展出精通
整套作案手法的核心成员数十名。

“这一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以‘滚
雪球’的方式吸收下线，发展速度极快。
警方收网时，有多名核心成员已经开始单
干。若不是及早发现并予以打击，任其发
展下去，将造成更恶劣的影响。”卜健说。

办案民警还透露，这个犯罪团伙的平
均年龄不到18岁，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刚满18岁。15个核心团伙成员大部分是
未成年人，有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高
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初中生。从保护的角
度出发，对于涉案的未成年人，公安部门
暂时予以取保候审。

王正亮等民警介绍说，该年龄段的犯
罪嫌疑人存在心智尚不成熟、模仿性强、
收入低、情绪易受感染等特点，容易受人
教唆走上犯罪道路。此外，类似的新型网
络犯罪手法十分隐蔽。在团伙核心成员

操纵下，各个违法犯罪步骤环环相扣又相
互独立，很多外围参与的未成年人以为自
己只是单纯地下单、退货，直到被专案组
抓捕时还不知道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多位参与抓捕行动的民警说，涉案的
不少未成年人以为找到了赚快钱的门
路。但实际上，每次敲诈勒索所得钱款，
大部分被团伙核心成员拿走了。

强化惩治力度
加强全链条打击

受访的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新型网
络犯罪几乎是“零成本”，易学易传播。刘
某某供述，他只用一部电脑，便能在短短
几个月内指挥数百人作案。

虽然这类案件影响恶劣，但受害者报
案的屈指可数。仙游县一名网店店主说，
被敲诈勒索后自认倒霉，不想报案。“敲诈
金额也不是太大，报案后还得配合警方取
证、固定线索，费时费力，划不来。”

专家认为，对这类网络犯罪案件，相
关部门应加大惩治力度，深挖其上下游关
联犯罪，切断利益链条。相关部门可以与
电商平台加强合作，及时通过大数据筛查
异常行为。

北京奥肯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李传
文说，电商从业者要增强法治观念，注意
合规经营，不要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或其他
来源不明的产品，不要夸大宣传，避免授
人以柄。遇到敲诈勒索时，应及时向平台
反映或者报警。

同时，法律专家建议，家庭、学校和相
关社会组织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引
导，以案释法，增强青少年法律意识，避免
因为无知涉及犯罪。 据新华社

2021年8月6日，一名犯罪嫌疑人在指认现场。 莆田市公安局提供

专案组民警在犯罪嫌疑人家中收缴
的作案工具。 莆田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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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网络“地下执法队”真面目：

以“差评”“打假”敲诈电商

近日，河南省封丘县“30 余名师生餐
后集体呕吐腹泻”“校长痛哭称换不动送
餐公司”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11 月 23 日，河南新乡市封丘县赵岗
镇戚城中学多名学生吃过“营养午餐”后，
出现急性肠胃炎症状，引发广泛关注。

11 月 25 日，河南封丘县委县政府发
布通报，要求涉事公司立即停止供餐，成
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

11 月 27 日，封丘发布消息，“初步判
定赵岗镇戚城中学部分学生出现餐后呕
吐腹泻是一起食源性疾病事件”。所谓食
源性疾病，主要是由患者进食了不洁食物

导致。三名住院学生表示，中午吃的是大
米和冬瓜肉片，饭后约一小时出现呕吐、
恶心、发烧等症状，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
肠胃炎。另一名吃了家常豆腐的学生反
映，豆腐有馊味。

封丘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涉事配餐公
司 11 月 23 日用了冷冻肉片，此前用的是
新鲜肉，民警对冷冻肉来源展开追查。此
外，有关部门还对是否涉嫌投毒展开调
查。

封丘县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安涛表示，
根据检验，涉事公司大米和面条菌群超
标，对事发当天留样的豆腐、冬瓜肉片、玉

米羹检测结果未出。“到底是哪个食物导
致呕吐腹泻，尚需进一步调查。”

11月27日，河南省封丘县通报称，涉
事送餐公司两名负责人吕某、李某被公安
机关带走调查。

据央视报道，河南封丘县委宣传部通
报称，11月30日上午，涉事送餐公司负责
人吕某、李某因涉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
全标准食品罪，已被刑事拘留，羁押在新
乡市看守所。吕某的代理律师称，如果
吕、李二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
品罪成立，或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据新华社、央视

河南封丘学生集体呕吐事件最新进展：

送餐公司两名负责人被刑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