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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销毒瘤难除，
定罪标准被指过高
就地域分布来看，
东部、
南部省 “涉案 30 人以上”
的立案标准。
份“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例 一般来说，只有涉及刑事责任
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其中 的案件，公安部门才能介入。
江苏、安徽、广西最多，分别达 与此同时，只有组织、领导传
330 起、
315 起和 232 起。
销，以拉人头和团队计酬形式
另外，据媒体公开报道不 进行传销活动的，
才能判刑；
而
完全统计，2010 年到 2017 年 对一般参与的人员只能采取行
有 33 人死于传销组织，
几乎每 政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办法。
屡禁不绝的传销毒瘤
个东部省份都会摊上几桩命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
据报道，李文星、张超都
案。算上张超和李文星，仅去 大代表、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
是在招聘网站投简历后被传
年以来就有 10 人命丧传销。
副局长梁志毅建议，
将
“组织、
领
8 年至少 33 人死于传销
销组织骗至天津静海区，而静
导的传销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
专家建议降低定罪标准
海区静海镇上三里村、下三里
活跃在静海区的传销组
层级在三级以上”
的立案追诉标
村、大口子门村等地一直是传 织只是一个缩影。公安部的
传销为何屡禁不绝？媒 准修改为
“组织、
领导的传销人
销团伙扎堆的地方，已活跃了 数据显示，
2016 年全国公安机 体采访的多名反传销专家及法 员在二十人以上或者层级在三
十余年。一位多年在天津的 关立案侦办的传销犯罪案件 律界人士的一个共识是，目前 级以上的”
，
同时将现在
“三十人
反传销人士表示，静海的传销 高 达 2826 起 ，同 比 上 升 了 的刑法对传销行为定罪门槛较 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
的立案
组织以“蝶贝蕾”为主，属于北 19.1%。从 2014 年至今，
全国 高，难以对绝大多数传销人员 追刑标准认定为刑法中规定的
派传销，
限制人身自由，
比较粗 各级法院共判决“组织、领导 治 罪 ，传 销 人 员 极 易 卷 土 重 “情节严重”
情形，
在刑事法律层
暴，
动手打人是常事，
“死个人， 传销活动罪”案件 2772 起，其 来。据了解，要惩办一个传销 面上加大犯罪惩处力度。
（摘编
不是新鲜事”
。
中 2016 年最多，达到 893 起。 组织有两大难点，即取证难和 自《中国青年报》
《华商报》
）
近日，大学毕业生李文星
误陷“蝶贝蕾”传销组织，随后
被发现死于天津静海区的消
息引发极大关注。令人痛心
的是李文星事件后，天津警方
7 日又通报了另一名求职大学
生张超误入传销死亡案件。

■国际速读
韩总统将终结入驻青
瓦台惯例 韩国政府消息人
士 6 日透露，总统文在寅从
青瓦台“搬家”的时间表已
经初步拟定。如果进展顺
利，文在寅有望于 2019 年
搬到位于首尔市中心光化
门广场附近的一座政府大
楼办公，成为首位“光化门
总统”
。届时，
总统办公室、
秘书室和警卫室等都将从
青瓦台搬出，
迁入新址。在
竞选期间，
文在寅就承诺要
做
“光化门总统”
，
计划把青
瓦台变成“民众的休息空
间”
。
（摘编自《广州日报》
）
市长为公务员考生改
成绩被逮捕 日本中部山梨
县山梨市的市长望月清贤
7 日被捕，缘由是他涉嫌为
一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
篡改成绩，
以助后者
“顺利上
岸”。据说，这名考生是他
的熟人。除篡改笔试成绩
外，
望月还违反市长不参加
面试的惯例，亲自参加面
试，
因此有媒体怀疑望月在
面 试 中 也“ 照 顾 ”了 该 考
生。
（摘编自《新闻晨报》
）

据天津警方公布的最新
消息，自 8 月 6 日起至 8 月 26
日，天津公安机关在全市组织
开展为期 20 天的以打击整治
静海传销为重点的集中行动，
并表示“做到打不净不罢手、
打
不绝不收兵”
。行动头两天，
当
地共出动警力 3000 余名，
排查
村街社区 621 个，发现传销窝
点420处，
清理传销人员85人。

公众将参与重大行政决策
本报讯 被国务院列入
“全面深化改革急需的项目”
的
行政法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目前已
经结束向社会征求意见，
国务院
法制办正在汇总整理、
分析研究
各方意见。下一步将充分吸纳
各方合理意见，进一步修改完
善，尽快形成成熟的条例草案
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对于哪些属于“重大行政
决策”
，
征求意见稿中给出了原
则性划定，
包括：
编制经济和社

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制
定有关公共服务、
市场监管、
社
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
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制定开发
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的重
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决定在本
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
项目；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
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
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
重大事项。
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行
政决策动议后，需要经过公众

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
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5 个
法定程序。中国行政法研究会
理事、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
授熊文钊表示，听取意见可以
采取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举
行听证会、召开座谈会等多种
方式，但要避免形式化、走过
场。为了防止行政首长“说了
算”
或者搞
“一言堂”
，
征求意见
稿中还就“限权”、加强对政府
决策的监督作出诸多规定。
（摘
编自《南方都市报》
）

问题金融平台屡请专家学者站台
本报讯 经当地警方证
实，8 月 6 日晚，著名经济学家
郎咸平在浙江台州演讲结束后
遭群众围堵。财经评论人吴其
伦称，郎咸平遭围堵是因为给
某互联网金融平台站台。
此前，2015 年 12 月，也曾
爆出郎咸平被投资者围堵的消
息。当年，郎咸平的照片被印
在一家有色金属交易所投资报
告会的宣传单页上，但该机构
后来发生了总计 400 多亿元的

兑付危机。
此外，郎咸平站过台的几
个大型 P2P 理财平台、财富公
司也频频“触雷”。实际上，邀
请经济学家为企业“背书”，近
年已成为诸多互联网金融平台
吸引投资者注意力的不二选
择。相关调查称，
热衷参加此类
活动的经济学家出场费大多明
码标价，
从3万到30万元不等，
并有专门的中介机构负责接洽。
据了解，部分专家学者大

体以三种形式为互金平台“站
台”，一是作为嘉宾参加平台举
办的活动；
二是到平台任职或受
聘成为专家顾问；
三是直接投资
入股。去年 4 月，由 14 部委组
成的处置非法集资部际联席会
议明确指出，
非法集资组织机构
不惜通过电视、
报纸、
网络等媒
体进行包装和宣传，并邀请名
人、
专家、
学者、官员等为自己
站台造势，对公众造成很强的
误导。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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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均已接入国家异地就
医结算系统，
实现了98%以
上的地市接入国家平台。
参保人员可以登录网址
http://si.12333.gov.cn 实
时在线查询最新地区及定
点医疗机构开通情况。
（摘
编自人社部网站）
●保障短缺药品供应、
规范短缺药品价格秩序已
成为今年药政工作重点之
一。据了解，
《短缺药品垄
断性原料药价格行为指南》
将于近期向社会征求意
见。专家表示，
文件出台将
遏制违法涨价、
恶意控销等
行为，对稳定药价、配合医
改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
《经济参考报》
）

香油膏
妙治颈腰椎 膝关节病
人过中年，
很多人站也
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觉得
浑身上下像生锈一样，
最初
不在意，
直至腰膝关节疼痛
麻木、肿大变形，严重影响
到生活。
【千年活骨膏】是以
跳伞员腰膝关节病为课题，
潜心研制而成的准字号产
品。其方精选骨碎补（补骨
生 髓）、千 年 健（祛 痛 消
肿）...等 36 味地道中药，遵
照古法加入香油，
手工熬制
成膏。适用于膝关节退变、
骨刺、
滑膜炎、
半月板损伤、
颈腰椎间盘突出、
膨出等症
引起的疼痛、
肿胀、
僵硬、
坐
骨神经疼、蹲起困难等病
症。经络疗法，穴位贴敷，
按疗程使用效果更佳。千
金易得，
健康难寻！免费热
线
： 400-000-6578
400-999-6131（北 京 空 总
医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
费邮寄，
药到付款。陕食药
监 械（ 准 ）字 2013 第
2640077 号 陕 医 械 广 审
（文）第 2016040010 号 请在
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购买和
使用。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