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从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 黑龙江省将在全省推广旅游诚信

基金机制， 逐步实现涉旅投诉先行赔

付制度全覆盖， 为消费者提供快捷的

维权通道， 为旅游企业构建诚信的制

度体系。

据悉， 设立旅游诚信基金、 建立

涉旅投诉先行赔付制度， 是黑龙江省

针对近年来全省旅游市场出现的各类

旅游纠纷问题， 借鉴国内外先进地区

经验建立的一项长效机制。

该基金处理机构主要设在景区

内， 游客与景区景点等发生纠纷后，

将在第一时间得到先行赔付， 再由处

理机构进行后续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

确定赔偿责任者。 赔付受理按照“属

地为主” 和“谁接诉、 谁处理” 的原

则， 实行首问负责制， 现场进行调

解， 投诉处理结束后， 相关执法部门

在一定期限内， 再依据法律程序追偿

基金。

目前， 哈尔滨市已在全市设立了

旅游诚信基金， 建立了涉旅投诉快速

处理机制， 将在重点景区成立涉旅投

诉快速办理中心， 并制定了关于“哈

尔滨—亚布力—雪乡” 专线冬季旅游

市场综合监管十项措施。 黑龙江省森

工集团制定了 《雪乡国家森林公园旅

游投诉先行赔付办法》， 建立了旅游消

费维权机构及旅游企业、 经营者先行

赔付制度。

□据新华社报道

在公安部“净网 2018” 专项行

动、 北京市公安局“净网护网 2018”

专项行动统一部署下， 北京市公安局

海淀分局破获一起离职员工非法获取

信息并倒卖牟利的案件。

今年 10 月， 某二手车经纪公司向

海淀分局警务支援大队反映， 该公司

旗下 App 的车商数据接收通道被人恶

意篡改， 导致公司的核心数据泄露。

经统计， 被盗的数据信息达 2 万余条，

造成公司直接损失约 2万余元。

警方接报后初步了解， 该公司离

职员工许某曾是公司运维和销售人员，

其利用职权非法修改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 从而非法获取大量购车人的信

息并倒卖获利。

经查， 许某离职前通过非法方式

获取接收 App 信息的权限， 离职后通

过该权限获取大量用户个人信息并出

售， 牟利近 7 万元。 目前， 犯罪嫌疑

人许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被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据新华社报道

历经近一年侦查， 湖南

石门县公安局侦办的一起微

信群聚众赌博案日前被依法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案

以微信“抢红包” 为幌子，

进行网络赌博， 流水逾千万

元。

2017 年 11 月， 石门县

居民向某到县公安局网监大

队报警称， 2017 年 6 月， 其

被一微信好友拉进一个群，

参与“抢红包” 游戏， 因微

信红包规则限定每次只能发

200 元， 但其所在微信群却

能发 300 至 500 元不等的红

包， 向某怀疑该群主使用了

外挂软件， 导致其输掉 17 万

余元。

通过缜密侦查， 石门县

公安局网监大队很快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及活

动轨迹。 此后， 专案民警多

次赴福建省惠安县展开侦查，

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谦、

黄某强、 黄某龙。

经查， 三名犯罪嫌疑人

从 2017年 1 月初开始， 以建

微信群用外挂软件“抢红包”

的方式进行赌博。 其间， 建

多个微信群， 每个微信群涉

及参赌人员数十人， 流水逾

千万元。 三人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警方提醒广大网民提高

警惕， 正确区分正常的微信

“抢红包” 和网络赌博， 不要

听信教唆误导， 随意加入所

谓的“抢红包” 群， 更不能

参与赌博； 如果被陌生人拉

进“抢红包” 群， 可截取群

里涉赌的聊天内容作为证据，

向当地公安机关举报。

□据新华社报道

日前，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纳

溪区分局渠坝派出所向辖区居民范

某开出了四川省首张 《家庭暴力告

诫书》。

38 岁的范某曾是家中“顶梁

柱”， 因事故丧失劳动能力后， 只

能在家休养。 从此他常常借酒浇

愁， 并多次酒后与家人发生口角，

并推搡殴打妻子、 子女， 损毁家中

财物。 “每年都要接到五六次范某

家中的警情， 最严重的一次， 范某

因砍伤女儿， 被治安处罚。” 渠坝

派出所所长窦跃彬说。

今年 8 月 11 日， 范某酒后再

次与妻子发生纠纷， 把瓶子扔向妻

子， 致其头部受伤。 “按照当时的

情节， 我们本可以对范某处以罚

款， 但是这样处罚对纠正他的行为

能起的作用不大， 所以我们想找到

一种更好的办法。” 窦跃彬说。

这一次， 派出所与纳溪区人民

法院江宁法庭合作， 对适用的法律

再次梳理， 最终找到法律支撑———

《反家庭暴力法》第十六条规定，“家

庭暴力情节较轻， 依法不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的， 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

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 ”

出具告诫书在四川尚无先例，

派出所通过反复查阅公安部和其他

省市已有的文书样式， 慎重考虑，

最终出具了四川省首份 《家庭暴力

告诫书》。 “书面告诫改变了过去

处理轻微家庭暴力只是口头教育、

警示和劝导的做法， 有利于固定家

庭暴力证据， 为受害人将来提起诉

讼提供证据支持。” 窦跃彬表示。

11 月 7 日，收到《家庭暴力告

诫书》的范某阅读签字后，承诺不会

再有家庭暴力行为发生，“要和一家

人好好过日子。”告诫书还同步送达

当地居委会、村委会，请左邻右舍共

同监督范某，民警也将定期回访。

一年一度的 “国际消除家庭暴

力日” 到来前夕， 社会上发生的几

起家庭暴力案件再次引发人们对于

此类问题的高度关注： 家暴不简单

是 “家务事 ” ， 反家暴必须越过

“家丑不可外扬” 这道坎。

受传统观念影响， 中国人往往

倾向于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邻里

虽有耳闻， 也认为是别人的 “家务

事”，不便干预。但是，家暴不仅仅会

对被施暴方造成伤害， 还往往容易

发展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给更多人

带去伤害。 在家暴环境中成长的孩

子，因缺乏安全感，会把“原生家庭”

的烙印带到公共场所， 容易在校园

里出现攻击性行为， 在自己组成的

家庭中成为新的施暴者。

家暴一旦被社会公众所知，往

往都是多年积累的恶果。 家暴为何

长期迈不过“家丑”这道坎？ 除了上

面提到的观念问题， 还有救助渠道

狭窄和救助力量薄弱等现实难题。

家暴受害者最初寻求帮助的对

象， 一般是居委会、 妇联等， 而这

些组织往往要在征得施暴者同意的

前提下， 才能开展批评教育、 心理

疏导等工作。 还有一些家暴受害者

会到公安部门、 法院寻求帮助。 但

是由于家暴案件本身有其特殊性和

复杂性， 证据收集难度大、 周期性

长， 不能为所有的求助者提供充足

完善的保护； 或因家暴禁止令申请

门槛高， 保护时间短， 后期执行难

等， 让保护效果打了折扣。

如何让家暴迈过 “家丑” 这道

坎？ 首先受害者要理性坚强， 勇敢

地对家暴行为说 “不”。 不要对施

暴者抱有任何幻想。 第一次遭遇家

暴， 就要拿起法律的武器， 及时制

止暴力， 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站起来， 说出来， 是对自己最好的

保护。 其次，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

不如对门。 全社会要大力倡导新型

社区文化， 使邻里守望相助成为反

家暴最前沿 、 最有力的力量 。 第

三， 学校的教师、 单位的同事、 生

意的伙伴， 发现苗头多问几句， 一

些家暴就能被及时发现和遏制。

你可以说 “家是心灵的港湾”，

也可以说 “家是没有桃花的桃花

源”， 还可以说 “家是用爱的砖瓦

砌起的城堡”。 但不管家是什么地

方， 它都不能够成为暴力滋生的土

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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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11 月 25 日是联合国确立的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设立的目

的在于消除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

据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制作

的一份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中

显示， 在过去两年中全国离婚纠纷

涉及家暴的一审审结案件中，有

９１．４３％的案件是男性对女性实施家

暴， 家暴方式主要以殴打和辱骂为

主，家暴隐痛已经绝非只是私事。在

“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 到来之际，

记者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 让他们

来告诉你怎样对家庭暴力说“不”？

家暴隐痛绝非只是私事

“他随手拿起一个板凳往我的

后背、 腿、 脚、 头部打， 后来又用

砖头打我的头……他又打开煤气罐

让我点着煤气， 想让我烧死自己。”

这是一位多年遭受丈夫家暴女性的

自述。

记者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

院了解到， 犯罪嫌疑人因家庭琐事

与妻子发生口角， 后使用木棍、 砖

头、 板凳对妻子进行殴打， 二人的

孩子发现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施暴

者被民警抓获归案。 经审查， 被害

人遭受其丈夫以各种形式进行殴打

长达数十年， 遭到家庭暴力后也只

会采取离家出走的方式进行逃避，

长期的家暴对儿子的成长也造成了

严重的心理创伤。

“家庭暴力往往发生在家中等

隐蔽场合。 因为面子的原因， 一些

女性多年来遭受家暴却不向外界求

助。”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段凤丽说， 家暴认定中普遍存

在证据保存困难， 举证不足。 施暴

者为了逃避处罚一般会在警察介入

前逃离现场， 事后也不会主动配合

警察调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助理马丽娟说， 一些受害

者不了解如何运用法律武器等手段

捍卫合法权益， 一味忍耐退缩让暴

力更加升级， 甚至发展成更为严重

的犯罪行为。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制作的

有关离婚纠纷的专题报告显示， 在

过去两年， 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

案件中， １４．８６％的夫妻因家庭暴力

向法院申请解除婚姻关系。

201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 实施。 多位受访业内

人士认为， 首部反家暴法为女性提

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保护。 近年

来， 一些家暴受害者的法律意识明

显提升， 从过去不敢救助、 不会求

助， 到了解可以找律师、 社工、 妇

联、 司法机关等维护自身权益。

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

“你是我的女人，不论穿外衣、

内衣都是给我看的， 我必须是第一

个看到的，否则不许穿出去。 ”“无论

什么原因必须哄好我， 否则你和你

全家都别想好过。 ” 在另一起案件

中，多条这样所谓的“家规”记录在

一位家暴受害女性的日记中。

据了解， 这起案件的夫妻双方

学历都很高，殴打之外，更为严重的

是丈夫对妻子多年来经常性的侮辱

谩骂。由于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相

处十余年来，从恋爱到结婚生子，妻

子记录的日记中充满了丈夫对她不

堪入目的恶毒咒骂。忍耐多年后，妻

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 并举

证了丈夫的家暴行为。在日记之外，

微信聊天记录中的暴力言语等也作

为证据提交给了法庭。

专家认为，立“家规”并“恐吓”

符合家庭暴力的典型特征。 除了殴

打等身体侵害，经常性的谩骂、恐吓

等精神侵害也属于家庭暴力。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六

庭副庭长刘洋分析， 家庭暴力产生

的个体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

价值观不合， 对事物认知存在明显

分歧， 久而久之矛盾升级； 二是施

暴者性格不健全， 情商、 逆商不

足， 长期压抑缺乏疏导， 酿成戾

气； 三是施暴者原生家庭带来的心

理问题和错误的行为方式。

“家庭暴力有对身体造成伤害

的， 也有精神暴力， 比如经常的侮

辱谩骂等。 只要是让女方害怕他、

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事， 造成双方是

控制和被控制的不平等关系， 都属

于暴力行为。” 北京市律师协会婚

姻与家庭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

军认为。

多方合力对家暴说“不”

“从临床案例来看， 很多家庭

暴力受害者一开始默认、 允许了暴

力的存在， 导致家暴一直持续乃至

不断加重。”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临

床心理科主任黄薛冰认为， 要从暴

力开始冒头时就明确说“不”， 在

家庭中及时制止不恰当的、 损害他

人的行为。

李军认为， 遭遇家庭暴力后应

报警， 只有让对方知道施暴会付出

代价， 才有助于预防暴力的再次发

生。 遭遇暴力侵害时可通过手机录

音等方式， 记录遭受家庭暴力的现

实情况。 很多男方施暴后往往会哄

女方、 认错悔过， 应让施暴者写悔

过书并签字写明日期， 女方日后如

需维权可作为相关证据。

广州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

专业委员会主任郑子殷认为， 家暴

行为发生后， 还应当有专业的社会

服务跟进处置， 防止家庭暴力初犯

者进一步升级造成更加严重的人身

伤害。

原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系主

任李洪涛认为， 家庭暴力中有一些

是高危甚至致命的， 被家暴女性求

助的部门可通过“家庭暴力危险评

估量表” 等进行评估， 施暴者出现

高危情况可启动法院保护令、 妇联

社区介入等多部门联动机制； 对低

危偶发的家庭暴力， 重点放在调解

婚姻家庭关系、 开展心理咨询辅导

等方面。

你该怎样对家暴说“不”？

反家暴要越过“家丑”这道坎

新华时评泸州开出四川首张《家庭暴力告诫书》

湖南破获微信群网络赌博案

“发红包”流水逾千万元
离职员工非法获取倒卖原公司信息被抓获

黑龙江省将推广旅游诚信基金机制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兹有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

镇一处房屋， 该屋原址位于原

东沟乡高行街802号。 因该房屋

涉及动迁安置事宜， 为保护相

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如有对该

处房屋主张权利的当事人， 请

在公告之日起的15日内， 携带

有关权利证明材料与我们联系。

联系人： 丁小姐

联系电话： 68975027

浦东新区高行镇人民政府

2018年11月26日

公 告

马从海，遗失道路运输从业

人 员 从 业 资 格 证 ， 证 号 ：

342422197506092072， 声 明 作

废。

上海正贯长虹律师事务所

顾庆官律师， 遗失律师执业证，

证号 ：13101200610200686，声明

作废。

上海睿睿餐饮有限公司，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 ， 证照编号 ：

05000000201703300021，声明作

废。

上海业唯房地产经纪事务

所（普通合伙）遗失营业执照副

本 ， 证 照 编 号 ：

05000000201606060018，声明作

废。

茜武（上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120MA1HM2WX3C，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注销，法定代表

人：周芬，请有关债务债权人在

45天内前来联系，特此公告。

上海牟隽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3MA1GME0U7P， 经股

东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