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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犯罪嫌疑人近 4000 人 清理有害信息 22 万余条

宁波公安
“净网 2019”
成效显著
“净网 2019”专项行动开展期
间，全市公安打好严打犯罪主动
仗，通过依法治理、系统治理、综合
治理和源头治理，持续推进专项行
动深入开展。一年来，
共侦破各类
涉网刑事案件 1110 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 3761 人；清理违法有害信
息 22 万余条，关停网络账号 8396
个，下架未实名 APP238 个、关停
APP16 个, 责令限期整改互联网
企业 893 家。
2019 年初，浙江省公安厅组
织召开全省公安机关网上秩序打
击整治专项行动推进会。会议要

求，2019 年全省公安要在持续不
断严打黑客攻击、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网络淫秽色情、网络赌博等违
法犯罪的基础上，
加大对群众反映
强烈的网络诈骗等犯罪的打击力
度。
宁波公安按照上级工作要求，
通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探索
并建立涉网犯罪形势分析模型机
制，及时有效掌握本地相关涉网犯
罪突出问题，
并开展全方位打击。
2019 年，全市公安共主动发
现并侦办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
43 起 ，侦 破 各 类 涉 网 刑 事 案 件

1110 起 ，抓 获 犯 罪 嫌 疑 人 3761
人，
先后破获公安部督办重大案件
多起。
此外，
宁波公安全面加强公安
网上巡查，
大力清理网上涉黄涉赌
涉毒、涉枪涉爆、网络诈骗等传播
犯罪方法的广告、信息，切断网络
违法犯罪的勾连渠道。同时，
通过
深化
“以人管网”
理念，
固化工作督
办制度，
督促互联网企业落实网络
安全主体责任，
健全网络安全管理
制度和技术防护措施，
达到在互联
网关键部位和渠道上，
有效清理整
治违法有害信息的目的。

2019 年以来，宁波公安共清
理网上违法信息 22 万余条，走访
排摸互联网企业 1942 家，现场监
督 检 查 2593 家 ，开 展 安 全 评 估
120 次，行政处罚 621 家。对信息
管理不到位的 14 家交互式网站进
行了约谈，并对 114 个违法栏目责
令限期整改，关闭非法网站 29 个，
关闭违法网络账号 8396 个，清理
淫秽色情、网络赌博、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等各类违法信息 22 万余
条，警示网上轻微违法网民 6240
人次,有力净化了本地网络环境。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林振捷

安全记心间，平安过大年！
宁波警方发布春节安全防范攻略
年关将至，人流物流密集，节庆活动频繁，大家都在欢欢
喜喜过大年，置办年货、走亲访友、外出旅行。然而，春节期间
防范意识仍不可少，安全意识应牢记心间，不论是居家还是外
出，都要注意防火防骗防事故。警方整理了一份春节安全防
范攻略，祝福广大市民新春大吉，平安喜乐！

平安出行
家里家外都要守护好
1 月 10 日，2020 年春运大幕拉
开。春节期间，不少人都会外出走
亲访友、旅行游玩，
城市里有大量的
“空房”
，春运路上有大量的
“人流”
，
警方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为了开开
心心过大年，要牢记防火防盗注意
事项，人在外，
除了注意眼前的危险
外，也要牵挂家中安全。
外出前，一定要自查家庭消防
安全隐患，特别是要检查家中的电
气设备是否老化损坏，清理楼道内
的违规停放和充电的电动车，不要
在消防通道堆放物品，离家前要养
成断电的良好习惯。探望老人时，
也要帮助老人检查清理隐患。
外出时，要注意防盗、防骗，乘
坐公共交通时，千万要看清客票时
间，以免耽误出行。在车站等车时，
将背包背在胸前，钱包、手机、现金
财物不要外露，防止被不法分子扒
窃或抢夺。文明等车，切记不要翻
越站台，要站在黄线外，
防止因人多
拥挤而跌落站台。
若是自驾出行，出行前要提前
查看天气情况及路况，冬季雨雪天
气多，要提前检修车况，
备好维修工
具。带孩子出行的，一定要记得配
备安全座椅并置于后座，以免路上
发生事故。

记心中。
一是要记清今年的禁放区域和
时间变化：今年燃放时间将缩短至
6 天（1 月 24 日至 29 日），禁限区域
扩大，包括慈城镇古县城核心保护
区和风貌协调区区域、宁波栎社国
际机场跑道两段各 2 公里、重要建
筑（文化保护单位、历史建筑；车站
码头飞机场等交通枢纽；铁路线路
安全保护区；易燃易爆物品生产、
储
存区域、
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医
疗机构、
幼儿园、
中小学校、
敬老院；
山林等重点防火区；商品交易市场）
在内的区域为市中心城区禁止和限
制销售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
二是要记清违规燃放的处罚措
施：
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
点燃放烟花爆竹，或者以危害公共
安全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方式燃放
烟花爆竹的，
由公安部门依据规定，
责令停止燃放，处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三是记清燃放的安全事项。要
购买质量合格的烟花爆竹，避免发
生燃放事故。也不要在深夜、凌晨
等休息时间燃放，不要影响他人休
息。在燃放时不要嬉戏打闹，不要
妨碍行人及车辆安全通行，不要让
未成年人独自燃放。如果可以，尽
量选择电子爆竹、节庆音乐、年宵鲜
花等新颖安全的方式增添节日气
氛。

燃放烟花爆竹
安全事项牢记心中

预防电信诈骗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随着春节临近，甬城的年味逐
渐浓郁。爆竹声声除旧岁，春风送
暖入屠苏，过年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是传统风俗，但安全事项也必须牢

春节临近，
不法分子蠢蠢欲动，
又到了电信诈骗集团冲刺 KPI 的时
间了。警方根据往年发案情况，
整理
了春节期间频发的电信诈骗套路，
供

沈欣 绘

市民朋友了解预防，
辛苦奋斗一年，
节前更要守好自己的
“钱袋子”
。
一是信用卡额度骗局。春节期
间，
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
诈骗团伙
也很聪明地抓住了这个时间节点布
局信用卡额度提升骗局。通常的套
路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虚假短信，套
取个人信息后进行盗刷。
警方提醒：不要轻信任何要求
你输入个人信息的电话、
短信，
不要
将卡号、
密码、
身份证号透露给任何
人。在银行卡使用过程中如遇到任
何情况，
应及时向发卡银行咨询，
一
旦遇到卡遗失、被盗刷等情况应及
时报警，并固定相关证据以协助警
方追赃挽损。
二是虚假红包、链接诈骗。春
节来临，不少人会在各大支付平台
里通过红包的方式来表达祝福、感
恩之情，一些虚假红包链接也借机
实施骗局。不法分子利用“免费领
取现金红包”
作诱饵，
非法套取个人
银行账号、密码等信息，
非法获取用
户个人信息，
随后利用假网站、假平
台操纵用户实施转账以达到诈骗目
的。
警方提醒：不论是哪个平台的
红包，
红包就是单纯的红包而已，
点
一下就能领取，如果碰到需要你进
行复杂操作，
甚至缴纳保证金、
信用
金的，
一定是假红包。

三是中奖短信、娱乐节目中奖
信息诈骗。春节期间，
各大卫视、网
站都会开展晚会等节庆活动，而此
类诈骗套路则通常以“您获奖啦！”
为由，
冒充
“春晚”
或其他卫视、平台
节目组发送诈骗短信称可获得巨额
奖品，
随后以需要交纳手续费、保证
金等各种借口实施连环诈骗。
警方提醒：
收到此类短信的，
千
万要注意核实信息真实性，如果确
实 参 加 过 抽 奖 活 动 ，等 着 领 奖 即
可。如果兑换奖品需要你交钱，那
一定是诈骗，
千万别信。
四是网上购物购票诈骗。春运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人流量的迁徙活
动，每年春运期间，总有人抢不到
票。此时，
不法分子伪装成
“黄牛”
，
声称自己有票，只需在原价基础上
多加几百元即可代买，汇款后“黄
牛”便消失不见。更有不法分子将
病毒、木马伪装成抢票软件，以“免
费”
、
“秒杀”
为幌子在社交网络上散
播，
吸引用户下载安装，
随后通过病
毒软件控制用户手机、电脑，
造成经
济损失。
警方提醒：
春节期间购票一定要
使用官方网站、
APP 购买。切勿在不
正规的第三方网站购买，透露自己
的隐私信息，
更不要找黄牛代购。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郑蒙永 杜路飞 吴敏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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