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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套路”聚民心防风险
市人大代表视察检方打击“套路贷”情况，共商社会治理及立法层面探索

人大聚焦

人大直通车

    松江区召开区五届人大代

表建议“回头看”座谈会

本报讯 11月7日，松江区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作室召开区五届人大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回头看”办理情况座谈会。

区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室主任沈茜主

持会议。

沈茜通报了区政府办关于代表建议

“回头看”工作的总体情况。 与会的人大代

表对“回头看”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意见

建议。沈茜表示，对代表们在座谈会上提出

的意见建议， 人事代表工作室将及时反馈

给区政府相关部门， 通过代表建议“回头

看”工作，推进代表建议的办理落到实处。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赴普陀区调研医养结合工作

本报讯 11月6日下午，全国人大社会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宫蒲光一行赴普陀

区长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医养结合

工作。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勇伟参加调研

座谈。

宫蒲光一行听取了长征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推进医养结合型养老护理模式建设

的工作情况介绍， 详细了解中心日常开展

签约服务、组建家庭医生团队、有机整合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养老机构服务等工作做

法，对普陀区按照“医养结合服务圈规划”

形成的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支撑， 护理

站和内设医疗机构为补充， 覆盖机构、社

区、居家养老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表示了

充分肯定。

金山人大开展深化养老工

作推进情况调研

本报讯 近期， 金山区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周俭、 袁晓英分别带队就本区深化养

老工作推进情况开展了调研活动。

调研组在实地考察了朱泾镇熙和苑养

老院、第一敬老院、为老服务中心助餐点、

山阳镇金世纪睦邻点、 养老院和综合为老

服务中心基础上， 围绕机构养老及居家养

老建设和运营情况分别召开了座谈会。

会上， 周俭肯定了金山区机构养老及

居家养老建设中所做出努力，同时强调，养

老服务是社会各方高度关注、 人民群众深

为关切的一项民生工作， 要在整合社会资

源，壮大服务队伍等方面科学谋划，完善硬

性管理机制， 使老年人能够真正“老有所

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宝山人大调研城市管理精

细化推进情况

本报讯 10月28日下午， 宝山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须华威带领城建环保工委等

部分专工委开展城市管理精细化推进情况

专题调研。

须华威一行先后实地察看了吴淞街道

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和区城市网格化综合

管理中心工作情况，现场听取了吴淞街道、

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关于区域网格

化管理工作情况的介绍， 并详细询问中心

日常运行情况， 深入了解网格中心管理平

台与“12345”市民热线的工作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调研人员听

取了区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 区城管

执法局关于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情况

的详细汇报。

□通讯员 康红霞

自开展“大调研大走访”以来，嘉定镇街

道人大工委组织辖区内人大代表深入社区、

园区、商区，在访民情、听民声的基础上，协调

各方，努力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事，取得了

一定的成效，受到了群众的认可。

深入基层调研走访。 4 月中旬的一天，

区人大代表、 嘉定镇街道人大工委副主任严

梅芬和往常一样， 走入社区开展调研走访活

动。 来到丽景社区 80 号程阿姨家走访时，

她了解到程阿姨院子与隔壁上海大学的旧楼

之间有一块环境“盲区”， 因环城河步道的

修建， 该“盲区” 被围在了铁围栏之外， 更

是成为了不引人注目的卫生死角； 借助于仅

存的一垛残墙的遮挡， 环城河步道改造时产

生的枯枝烂叶都堆放于此， 日积月累， 这里

杂草丛生。 随着夏季的来临， 垃圾散发出阵

阵恶臭， 至今已有一年之余， 给周围居民的

生活、 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虽然居民多

次反映， 小区物业也与上海大学进行了多次

沟通交涉， 但由于地理位置偏僻， 运除垃圾

比较困难， 且要动用一定的人力、 物力、 财

力， 问题迟迟未能得到解决。

代表联手协调处置。 严梅芬代表根据居

民反映的情况， 随即和社区工作人员、 小区

物业到现场勘察， 确认情况属实后， 马上和

上海大学选区的区人大代表、 上海大学副校

长吴明红取得了联系。 尽管吴明红代表正在

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 但仍在第一时间同

嘉定校区的主管部门进行了沟通， 要求妥善

协调解决居民反映的问题。 “再有难度， 我

们也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上海大学嘉定校

区综合办负责人现场查看垃圾堆场后当即表

态。 大家围绕上大周边环境整治、 清除垃圾

的运送线路、 后期的绿化补种等问题进行了

商议。 尽管公务繁忙， 但是吴明红代表在与

严梅芬代表微信沟通时， 多次表示“为群众

排忧解难， 为街道社区服务， 也是我作为人

大代表的责任和义务”。

共建联建成效显现。 上海大学历来和嘉

定镇街道是共建单位， 此次在两位代表的共

同努力下， 双方积极发挥资源优势， 共建成

效又一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近日， 有好消息

传来， 上海大学派遣工程队进入“无人区”，

推翻了废弃的砖瓦墙， 清除了积存的垃圾，

并在原址补种上了绿植， 还居民一个整洁优

美的环境， 长期困扰居民的“老大难” 问题

得到了圆满解决。 社区居民对人大代表通过

“大调研大走访” 切实帮助居民群众解决实

际困难赞不绝口。

严梅芬、吴明红：联手解难事 走访出成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套路贷犯罪夺人房产， 害人身心， 有

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有力打击， 凝聚民

心， 防范风险， 上海市检察机关的成绩非同

凡响！” 日前在 2019人大代表会前集中视察

活动中， 部分市人大代表来到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 听取本市检察机关打击“套

路贷” 犯罪工作情况汇报。 代表们获悉，

2018 年 1 月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共批捕套路

贷犯罪 400 件 900 余人， 追诉 39 人， 监督

立案 8 件 11 人， 打击涉“保护伞” 10 人。

在座谈交流中， 双方一致认为： 要继续积极

主动， 创新方法， 以“魔高一尺， 道高一

丈” 的姿态， 应对不断冒出的新犯罪手段。

打击套路贷是凝聚民心的大事

在参观部分套路贷案情展板时， 一起发

生在外省的特大涉黑“套路贷”案引起了代表

们的注意。 犯罪嫌疑人通过跟女性被害人签

订虚假借贷合同、约定“保证金”“违约金”“高

额利息”等方式，恶意垒高借款金额，一旦被

害人无力还款，便采取敲诈勒索、非法拘禁、

强迫卖淫等手段逼迫被害人偿还高额“贷

款”，更有甚者强迫被害人到境外卖淫、吸毒，

给数十名被害人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伤害，也

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性。最终，当地检察机

关分别以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强迫卖淫罪等罪

名对 90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而套路贷犯罪的存在， 侵吞

的是受害人的房产等立身之本， 还对身心造

成极大伤害。 一个人如果失去这些， 何谈小

康社会？” 郑沈芳代表说。 她认为， 检察机

关打击套路贷犯罪， 十分契合“防范风险”

“凝聚民心” 等三大任务。

成绩单：全市批捕400件900余人

在打击“套路贷” 犯罪领域， 市检二分

院有诸多首开先河创举。 代表们获悉， 在

2016 年下半年， 市检二分院与市公安局协

作， 成功办理了全国首例“套路贷”和全市首

例被判无期徒刑的“套路贷”案件。 在此后三

年的过程中， 市检二分院一共审查批捕市级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套路贷”案件 15 件，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123 人，涉案金额 2200 余

万元；审查起诉跨区域或影响特别重大的“套

路贷”案件 18件 100人，涉案金额 2 亿余元。

打击“套路贷”犯罪，市检二分院为全市乃至

全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市检察院杨永勤检察官也向代表们汇报

了全市检察机关打击套路贷犯罪的最新进

展： 自 2018 年 1 月以来， 全市检察机关批

捕套路贷犯罪 400 件 900 余人， 起诉 279 件

700 余人； 本着“一个也不放过” 的精神，

追诉 39人， 并对 8件 11 人监督立案， 还对

涉“保护伞” 的 10 人进行了打击。 此外，

全市检察机关注重标本兼治， 对办案过程中

发现的一些短板制发多份检察建议， 以期亡

羊补牢。

“全市检察机关在打击套路贷犯罪中，

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绩， 所形成的一些成功

经验， 对全国都起到了引领示范作用！” 周

振波代表称赞道。 他希望全市检察机关能继

续积极主动， 不墨守成规， 创新方法， 以魔

高一尺， 道高一丈的姿态， 对不断冒出的新

犯罪手段做到“成竹在胸”。

呼吁在更高维度协同打击

聚焦下一步如何对套路贷发动更深入、

更有力的打击， 代表们纷纷聚焦在当前的办

案难点上。 对此杨永勤检察官坦

言： “主要还是在存量案件中， 对

犯罪分子虚开流水行为的取证难。

由于时间久远， 受害人也缺乏保留

证据意识， 如此一来， 就很难把套

路贷从高利贷中剥离出来。”

浦东法院刑庭庭长马超杰代表

补充道：“就我审理套路贷案件的经

验显示， 犯罪团伙目前呈现出专业

化犯罪趋势。 他们将每个犯罪流程

割裂，不同人负责不同的流程，很多嫌疑人相

互之间甚至只在网上合作，线下全无关系，试

图分散、规避我们的打击力度。”马超杰认为，

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应注重民、商跨界思

维，以便开展全链条、全流程打击。

拥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市检二分院陈萍检

察官回应称， 希望代表们在社会治理和立法

层面， 为更深入打击套路贷出谋划策。 她期

待多部门打破信息障碍， 共同建设金融监管

集中平台， 以便调查取证和追赃挽损工作的

开展。

市检二分院表示，全国扫黑办已把“套路

贷”犯罪列为新型黑恶犯罪。 未来，“套路贷”

案件的全面铺开惩治将提上议程。 该院希望

加强“套路贷”虚假民事诉讼监督，并通过继

续完善公检法联席会议、 信息通报等研判会

商制度，将成功打击“套路贷”的方法，运用到

打击其他黑恶势力的犯罪中去， 保障人民群

众的合法权益。在深入打击“套路贷”的同时，

还将对与“套路贷”相类似的美容贷、校园贷

等消费贷领域也进行重点关注。

▲视察活动现场

荨代表们在参观展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