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黄
桂风 通讯员 林若昆冤近日袁一男子谎称能
代办人才引进落户海南袁 多次骗取他人钱
财袁数额特别巨大袁被儋州市检察院以诈
骗罪提起公诉遥 儋州市法院经开庭审理袁以
该男子犯诈骗罪袁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个
月袁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0元遥

2020年 6月至 7月袁被告人邢某某通过
微信朋友圈尧海花岛业主微信群等途径发布
信息袁谎称其可以帮助他人以人才引进方式
将户口迁移至海南遥 被害人白某等 22人信
以为真袁遂添加邢某某的微信联系办理人才
引进落户事宜遥 邢某某在明知他人不符合人
才引进落户条件的情况下袁仍以每办理一个
户口迁移收取人民币 12000元至 50000元不
等的费用袁诱骗多人通过微信或银行转账的

方式汇入人民币共计 802600元遥 此外袁邢某
某还以帮忙办理海花岛二号岛商品房的房
产证备案登记手续为由袁 骗取张某等 17人
的款项共计人民币 69000元遥 直至 2021年 4
月份袁邢某某迫于被害人追讨款项和要求办
理落户的压力袁逃匿至老家袁并先后停用手
机号码尧微信号遥 经儋州市公安局对其进行
网上追逃袁2022年 1月 18日袁邢某某被警方
抓获归案遥

儋州市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袁邢某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袁 骗取财物共计 871600元袁数
额特别巨大袁其行为已触犯叶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曳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袁应当以诈骗
罪追究刑事责任袁 遂依法对邢某某提起公
诉袁儋州市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徐
明锋冤 1月 19日袁商报记者了解到袁因在文
昌存在环境违法行为袁文昌市综合行政执法
局向省内外 12人开出罚单袁 罚款共计 130
万元遥

据悉袁文昌市抱罗镇抱民村委会何某于
2022年 9月 21日存在利用渗井尧 渗坑的方
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袁2022年 9
月 14日存在利用渗坑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的环境违法行为袁1月 11日袁 何某被罚款合
计 20万元遥

因在文昌存在利用私设暗管的方式排
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袁1月 11日袁浙
江省仙居县横溪镇溪头村沈某金保尧浙江省
缙云县仙都街道仙源村成某乾尧浙江省台州
市椒江区下洋潘小区潘某庆尧浙江省仙居县

白塔镇厚仁中街村临石线南路郑某财尧文昌
市冯坡镇白茅村委会陈某葵等 5 人分别被
罚款 10万元曰1月 17日袁文昌市公坡镇公坡
村委会苏某民尧文昌市公坡镇力群村委会符
某盛尧浙江省缙云县新碧街道黄碧村村碧川
三碧仙路吴某龙等 3人分别被罚款 10万元遥

此外袁因在文昌存在利用渗井尧渗坑的
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袁1月 17
日袁浙江省缙云县七里乡周弄村樊某升被罚
款 10万元遥 因在文昌存在超过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袁1月
17日袁文昌市龙楼镇龙新村委会符某庄被罚
款 10万元遥 因在文昌存在利用渗坑的方式
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袁1月 17日袁
文昌市锦山镇罗民村委会韩某光被罚款 10
万元遥

2022年 12月 30日袁 陵水县公安局反诈
中心收到省公安厅下发的冒充游戏网站客服
诈骗线索后袁成立专案组立即开展研判打击遥
通过前期掌握的线索袁 专案组民警研判出日
常活动位置在陵水县境内的 37名涉诈犯罪
嫌疑人袁并采取抓捕和取证同时进行的策略袁
深入分析上游资金流袁 关联到全国各地受害
人百余名遥

1月 10日晚 8时袁专案组全体成员召开
收网行动部署会议袁 就抓捕关键环节反复实
战推演遥 1月 11日清晨 5时袁专案组出动警
力 120余人袁车辆 30部袁分成 30个抓捕组分

赴全县各地统一实施抓捕行动遥清晨 6时袁专
案组指挥部下达收网指令袁 各抓捕组迅速行
动袁 仅用 5个小时就抓获犯罪嫌疑人 27名袁
一举打掉陵水本地利用交易猫游戏交易平台
实施的游戏产品交易诈骗团伙袁 截至目前已
到案 31人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7人袁关联受
害人资金 46万余元遥
据陵水县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冯莅俏介

绍袁自 2022年 12月 14日开展野扫诈 1号冶专
项行动以来袁 陵水县公安局持续向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袁 打击治理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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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网信系统 2022年累计依法约谈网站平台尧自媒体 44家

关闭网站平台 56家 封堵 223家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史若木冤 1月 19

日袁国际旅游岛商报记者从海南省网信办了解到袁全省网
信系统 2022年累计依法约谈网站平台尧 自媒体 44家袁实
施行政处罚 61万袁关闭网站平台 56家袁查处 7个假冒新
闻自媒体袁查删违法违规信息 20余万条袁注销违法违规网
络账号 3万余个袁封堵网站平台 223家袁全网下架移动应

用程序 6款袁暂停平台功能更新 6次袁列入下载站
黑名单管理移动应用程序 378款袁 公开通报违法
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移动应用程序 87款遥

依法将 野面相研究大师冶野泛亚生活冶等
40余款宣扬封建迷信类 APP 和野红楼直播冶
野同城欢聊冶 等 50余款色情低俗类 APP列
入黑名单管理遥严格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秩
序袁依法对未经许可从事互联网信息活动的
野海南在线冶网站平台实施罚款 3万元袁针对
野同城单身冶野星光直播冶野蜜月冶 等 3款交友
类 APP发布大量色情低俗信息行为袁 依法
给予行政处理袁共计罚款 55万元遥

注销野新海南冶野巧依海屿冶等 7 个野李

鬼冶新闻自媒体袁约谈野海南微时代冶野万宁在
线冶 等 20个未经许发布新闻信息自媒体公
众号遥 依法对野今日椰岛冶野椰岛海南冶等 10
个公众号传播不实信息进行约谈并责令限
期整改遥

依法对野币王冶等 3款违规提供虚拟货
币交易服务移动应用程序予以全网下架袁教
育引导野火星财经冶停止从事虚拟货币推介
分析服务遥关闭提供论文代写和代发表服务
的野研究生论文网冶遥

针对野严选漫画冶野宅男深夜利器冶野比思
论坛冶野唯思影城冶野老牛影视冶 等 54家挂链
传播网站和境外接入的 160家网站从事色
情交易服务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问题曰以及
野太阳城集团冶野威尼斯人冶野金年会冶 等境外
接入的 54家网站经营赌博服务问题袁 网信
部门积极会同旅文尧通信管理等部门采取注
销网站备案尧停止域名解析尧封堵处置等手
段打击整治网络乱象遥
切实规范网络传播秩序袁严厉惩处散

播谣言扰乱疫情防控工作行为遥网信部门
认真研判尧周密部署袁紧紧围绕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袁联合公安尧市场监管等部门对
网民散播谣言扰乱疫情防控秩序的行为

采取批评教育 4 次尧行政拘留 7 人尧行政
处罚 3 次遥
依法对野房小匠冶野美房网冶等 17款涉房

地产服务领域 APP和小程序袁野追追漫画冶
野学习云平台冶 等 9款与未成年人密切相关
类 APP袁野花盼冶野暧暧冶等 9款涉即时通信工
具类 APP袁野泡多多冶野椰趣直播冶等 8款直播
短视频类 APP袁野红颜知己冶野知己交友冶等 5
款婚恋相亲类 APP存在不同程度违法违规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全网通报并责
令相关运营单位限期整改遥
依法对野沙拉俄语冶野早晚天气冶野全能清

理管家冶 等 3款 APP未履行整改要求进行
全网下架遥

50余款色情低俗类 APP被列入黑名单

涉个人信息安全类、内容安全类等
2022年海南省网信系统网络行政执法典型案例通报

交友类 App用户传播性诱导信息共被罚
款 40万元
海南省网信办在相关部门移交线索的基

础上袁深入调查发现袁野同城单身冶野蜜月冶等两
款 App在内容安全技术防护方面存在重大漏
洞袁导致用户在私聊环节发布性诱导信息遥如
前款 App有 40个注册用户在私聊环节共发
布 47条性暗示尧 性诱导等淫秽低俗信息袁后

款 App有 40个注册账号在私聊环节共发布
54条相关有害信息袁 严重影响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遥 对此袁海南省网信办依据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网络安全法曳叶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
定曳等法律法规袁分别对 2款 App运营主体实
施 20万元的行政处罚袁约谈相关负责人并责
令立即注销有害账号尧 健全完善内容安全管
理机制尧从严处罚责任人遥

新闻网站许可有效期满袁 未续办手续擅
自发布新闻被罚款 3万元
海南省网信办在开展网络传播秩序专项

治理工作过程中发现袁野海南在线冶 网站平台
在持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过期且未成
功续办的情况下袁长时间原创报道尧转载大量
时政尧经济尧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信息以及新

冠疫情等突发事件信息袁 严重扰乱新闻信息
传播秩序遥 对此袁海南省网信办依据叶互联网
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曳等法律法规袁对该网
站平台实施 3万元的行政处罚袁 约谈相关负
责人并责令立即停止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互动尧全面深入整改存在问题尧严格处理相
关责任人遥

工具类 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全
网应用商店下架
海南省网信办在开展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过程
中发现袁野全能清理管家冶野沙拉俄语冶野早晚天
气冶 等 3款 App存在因用户不同意提供非必
要权限进而拒绝提供业务功能尧 强制捆绑个
人信息等问题遥经海南省网信办全网通报后袁

该 3款 App未主动联系监管部门整改复测遥
对此袁海南省网信办依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曳等法律法规袁在协调全网应用商店全面下
架后袁分别约谈 3款 App负责人袁责令限期全
面整改尧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尧健全完善个人
信息保护机制遥

陵水警方打掉一个
游戏产品交易诈骗团伙
31人到案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7人

以办理人才引进落户为幌子

男子诈骗 87万元被判 11年 10个月

环境违法，这 12人被罚共 130万元

网络
安全

姻 一尧内容安全类

姻 二尧资质许可类

姻 三尧个人信息安全类

大力整治个人信息保护领域问题乱象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新闻记者 史若木冤 2022年袁海南网信系统持续深
入开展野清朗冶系列专项行动袁针对不同类型网络乱象的特点袁将网站论坛尧直播
平台尧移动应用程序和用户公众账号等网站平台作为治理网络内容安全尧数据和
个人信息安全乱象的重点袁积极摸排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线索袁直击网络安全薄
弱环节袁重拳打击网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袁严厉查处一批违法违规网站平台尧用
户公众账号遥 现向社会公布 2022年海南网信系统网络执法典型案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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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动袁 双手抱
头袁蹲下袁我们
是陵水县公安
局民警袁 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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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违法 犯 罪
噎噎 冶2023 年
1 月 11 日清
晨袁 一项特殊
的抓捕任务正
在紧张进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