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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居民、企业搬迁
家具空调彩电拆装

工农路555号东楼（开发区、原港闸区有分点）
13328090150 顺喜搬

家
单位搬迁 设备搬运 搬钢琴 长途搬运
13773650825华联北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手机：13962806878

双喜搬家
地 址: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满意
本地实体 日夜：85112772
公司成立23年 专业搬家车辆8辆

咨 询

法缘法务工作室
各种法律事务咨询，调查解决婚姻
危机、债权清欠等问题，拆迁咨询等
地址:江海大道工农北路口飞鹤花木市场内B13（好停车）
电 话 :13382386618

诚实守信 无婚托婚介
鸿运婚介
创办十八年，数千对成功配婚，良好的社会口碑。

小石桥红绿灯东100米马路北四路车站楼上
不满意，不付婚介费

85292569 QQ:1252832854
13962983156 15851252008

征婚
热线

南通报业分类信息线上推送平台正式开通，南通日报微信、江海晚报微信、南通发布APP同步推出，百万粉丝平台加持，有效信息轻松获取！

南通报业通通帮邀您免费发布分类信息 招聘求职 保洁清洗 搬家搬迁

征婚交友 家政服务 房屋租售

二手车讯 快餐外卖 ……应广大市民需求，招募体验官的活动继续进行。体验期内，分类信息免费发布，期满可享信息发布费独
家优惠。 帮帮热线:85118889 咨询请扫码 登录请扫码

婚 介

搬 家

友情提醒：有意在本栏目投放

分类广告的客户，可至南通报业传

媒大厦办理相关手续。

晚报讯 众所周知，亲生父
子在法律上是无法断绝父子关
系的。那么，如果继父提出要求
解除继父子关系，有法可依吗？
记者22日从如东法院了解到，
该院审理了这样一起特殊的案
件。

张某是张某甲与赵某之子。
张某甲去世后，赵某与孙某登记
结婚。婚后，孙某至赵某家共同
生活，并将户口迁至赵某家，二人
婚后未有生育。2015年7月，赵
某去世。此后，孙某以与张某之
间产生矛盾不可调和为由，要求
解除与张某之间的继父子关系。
张某则认为，自己与孙某之间并

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
如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与

赵某结婚时，张某刚满14周岁，尚
未成年，在客观上和法律上需要父
母对其生活上进行照料、经济上进
行供给，更需要家庭进行教育。虽
然张某小学毕业后没有继续学业，
但不能否认张某在成年以前生活
上受其母亲及孙某共同照料、教育
和经济上受二人共同供养的事实。
综上，法院判断认定孙某与张某之
间已经形成了继父子关系。

那么，孙某与张某之间的继父
子关系能否解除？法院认为，孙某
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
人，其有权处分自身的相关权益，
在知晓相关法律后果后，其仍强烈
表达了欲解除继父子关系的意愿，
而张某也同意解除。据此，法院判
决解除孙某与张某之间的继父子
关系。

通讯员肖文明 林涓
记者王玮丽

案例一：
崇川侦破利用“95”号段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案

2020年7月，南通市公安局网
安支队会同崇川公安分局经过3个
月的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为诈
骗分子提供“95”号段电话服务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先后
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捣毁从事犯
罪活动的通讯技术类公司3家，查
封被用于犯罪的“95”号段21个、非
法网络电话线路2万余条，涉案金
额高达2200余万元。通过此案，警
方还成功比中全国800余起网络诈
骗案件，发现下游业务关系公司
155家。这也是全国公安机关侦破
的首例利用“95”号段帮助通讯网
络诈骗黑灰产案件，省公安厅专门
发来贺电表示祝贺。

案例二：
海门侦破特大仿冒中央国

家机关网站制售假证案

2020年7月，民警在工作中发
现，有人仿冒“中共中央党校函授
学院江苏分院”等网站，在网上提
供学历信息查询，涉嫌仿冒国家机
关网站制售假证犯罪。在省公安
厅网安总队指导下，南通市公安局
网安支队、海门区公安局成立专案
组，经过3个多月缜密侦查，成功抓
获犯罪嫌疑人12名，打掉一条集架
设网站、优化推广、伪造证件、广告
宣传、培训销售于一体的完整黑色
产业链条，查获假冒的国家机关网
站126个，各类假冒学历证书、证
件、公文共计2.3万余本、印章1.2
万余个，对发现的下游70余名兜售
假证的“代理”报请公安部网安局发
起全国集群战役。

案例三：
启东侦破特大制作、使用

病毒实施网络敲诈勒索案

2020年4月，启东某大型超市
收银系统遭到勒索病毒攻击，系统
瘫痪无法正常运转。此类犯罪嫌疑
人，通常租赁境外服务器，使用虚拟
货币收取赎金，公安机关可以取得

突破性的线索极少，全国没有成功
办理的案例。专案组克服重重困
难，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巨某，在
其电脑中找到比特币交易记录、
相关病毒工具的源代码。经查，
巨某先后向400多家网站和计算
机系统植入病毒，受害单位涉及
企业、医疗、金融等行业，成功作案
百余起，非法获取的比特币折合人
民币500余万元。在此期间，多家
数据恢复公司主动联系巨某寻求合
作。最终，巨某与谢某、谭某经营的
一家数据恢复公司谈妥，由巨某编
程，公司寻找目标植入病毒，赎金到
手后按比例分成。

案例四：
如东侦破“3·26”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案

2020年3月，南通网警巡查发
现，在“暗网中文交易市场”出售的
一组公民个人信息中，有1000余条
涉及南通的公民个人信息，遂着手
开展调查。4月30日，公安部对该
案挂牌督办。南通市公安局网安支
队会同如东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历时数月，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0
名，查获公民个人信息近千万条。
经查，犯罪嫌疑人岑某在“暗网”上
搜集各类公民个人信息，在向他人
出售的同时，还兜售进入“暗网”的
教程视频，远程教授他人配置使用

“暗网”并注册登录“暗网中文交易
市场”。警方同时还查明齐某、李某
等人购买贷款、车主等公民个人信
息，用于网络赌博、非法广告推广、
电信网络诈骗等。

案例五：
海安侦破利用“交友APP”

实施敲诈案

2020年3月，南通警方接到多
起受害人遭“裸聊敲诈”的报警，海
安市公安局会同南通市公安局网安
支队成立专案组，全力侦办这一系
列案件，先后抓获APP程序开发者
李某，发布广告为裸聊“引流”的蔚
某，以及实施敲诈的甘某和谢某等
12名犯罪嫌疑人，带破全国各地案
件 300 余起，涉案金额 200 余万

元。经查，该案犯罪团伙内部分工
明确，形成一条集引诱裸聊和下载
APP、窃取手机通讯录、实施敲诈于
一体的黑色产业链。

案例六：
开发区侦破特大DDoS流

量攻击案

2020年6月，南通警方接到某
视频直播平台负责人报案，称其网
站频繁出现视频卡顿、宕机现象，损
失巨大，怀疑遭到了黑客攻击。南
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会同网安支
队开展深入研判，先后锁定并抓获
唐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4
人合伙经营一家视频网站，为打压
竞争对手，设法从网上购买了某流
量攻击平台会员账号，先后破坏20
余个网络直播平台服务器，以增加
自己平台的用户量。专案组循线追
踪，在陕西、黑龙江等地抓获周某等
3名犯罪嫌疑人，查明其租用境外服
务器搭建起流量攻击平台，通过发
展代理和出售会员账号的方式对外
提供流量攻击服务。截至案发，该
平台已向5000余家网站实施流量攻
击5.8万余次，非法获利逾百万元。

案例七：
通州侦破利用“清粉”软件

非法获取信息案

2020年6月，部分微信朋友圈
和群聊中散播一款“清粉”软件，犯
罪嫌疑人在取得微信账号的控制权
限后，借机非法获取用户微信群聊
二维码信息，并将这些群聊二维码
以图片形式保存在服务器上。专案
组经过两个多月缜密侦查，先后抓
获5名犯罪嫌疑人。经查，该犯罪
团伙以清理僵尸粉为名，以官方认
证为幌子，私下租用服务器自行搭
建系统，在骗取用户授权登录后，通
过外挂软件系统批量获取微信群聊
二维码，批量关注、阅读、点赞等，获
取的信息批量售卖给诈骗、赌博等
下游犯罪团伙，在3个月内非法获
取用户的微信群聊二维码2000余
万个，非法获利200余万元。

本报记者张亮
本报通讯员戴红亮 苏锦安

利用网络犯罪 难逃法网制裁
南通警方发布7起涉网犯罪典型案例

昨天，市公安局发布7起打击涉网犯罪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既有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案，也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既涉及网络黑恶犯罪团伙，也
有制售假证的黑色产业链条，其中3起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上游犯罪。

继父要求解除继父子关系行吗？
法院：特定情况下允许

晚报讯 20日下午，市民黄
乃华和陈瑞英专程来到秦灶公交
停车场，将一面写有“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的锦旗交到了52路驾
驶员张培的手中，感谢张培师傅
前段时间的热心帮助。

时间回到2月4日，当天下
午陈瑞英从外滩花苑家中出发打
算乘坐52路公交车前往医院看
病，在乘车途中不慎将装有重要
证件和若干现金、手机的包遗落
在了座位上，一直到看病需要相
关证件时，陈瑞英才发现自己随
身携带的包没了。在医院及附近
寻找未果，其间陈瑞英也尝试通
过拨打自己的电话寻找，可一直
提示无人接听。

此时，52路公交司机张培已

经到站，就在不久前车上的一名乘
客交给了他一只包，说是在座椅上
发现的。听到包内传来了手机铃
声，张培便接听了电话，正是失主打
来的，此时陈瑞英已焦急万分。在
接听电话的过程中，张培一边安抚
失主，一边告知其取包的地点。因
为还要跑班，张培便将包交给了车
队登记保管。挂断电话后，陈瑞英
便立即赶往秦灶公交停车场取包。
看到失而复得的包，她悬着的那颗
心总算是落了地。

记者了解到，去年1月份，张培
也因为捡到一部手机归还失主而收
到失主来信表扬。在这里也要为好
心的公交司机点赞！

通讯员朱婧
记者俞慧娟

市民看病途中遗失背包
公交司机捡到归还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