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视频截图 朱宁悠 摄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两人驾车故意行

驶缓慢， 待后车超车之际， 一

人骑车顺势倒地， “停车， 撞

到人了你不知道吗？”。 这熟悉

的场景， 又发生在青浦街头。

日前， 青浦警方破获系列“碰

瓷” 诈骗案。

今年 10 月 5 日， 徐泾派

出所接到报案人金先生报警

称， 其于当日驾车行驶在青浦

区徐泾镇高光路上， 被一辆黑

色轿车占住车道缓慢行驶， 其

借道超车时听到左后方有自行

车倒地的声音， 便停车观察，

下车后其发现一男子“摔倒

了”， 无明显伤势， 但手机摔

坏了， 对方提出要4000元“私

了”。 金先生匆忙汇款后感觉遇

上了“碰瓷”，于是向警方报案。

案发后， 刑侦支队立即开

展视频侦查工作， 发现嫌疑人

共有 3 名男子， 两人驾车占

道， 一人骑自行车实施碰瓷，

使用事先准备好的手机道具，

假借人被撞倒、 手机摔坏之名

要求私了， 以现金支付或支付

宝转账的方式骗取被害人钱

财。 经研判分析， 侦查员锁定

了该团伙在松江泗泾镇一宾馆

的居住地， 并明确了郑某等 3

名嫌疑人的具体身份， 但已人

去楼空。

侦查员发现其他辖区又有

类似作案手法的案件发生， 怀

疑该团伙又再次流窜作案。 10

月 24 日， 侦查员获悉该团伙

极有可能暂住在松江区泗泾镇

一小区内， 侦查员迅速赶赴该

处， 并在地下车库搜索到了悬

挂假牌照的嫌疑车辆， 在持续

近 7 个小时的守候伏击后，3 人

同时出现，侦查员果断出击，将

3名犯罪嫌疑人全数抓获。

经审讯， 3 名嫌疑人均如

实交代自今年10月以来， 结伙

流窜至青浦、松江、普陀及宝山

等地实施碰瓷诈骗， 共作案30

余起（现已查证9起，案值2.3万

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郑某等

三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

被青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警

方将寻找其余被害人做进一步

核实，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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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拍卖机构司法委托拍卖公告

欢迎各界人士访问移动公拍网（m.gpai.net）、 微信服务号"公拍网"、 中国电信号码百事通客户端（APP）， 获得更多拍卖信息。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下列拍卖机构将在 “公拍网”、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举行司法拍卖会。 拍卖会采用 “在线竞价+同步拍卖” 的方式进

行， 即 “先72小时在线竞价， 后网络与现场同步拍卖”， 同步拍卖同时开通在线竞价和现场竞价。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竞买人可在网上了解标的情况， 进行网上注册、 实名认证、 竞买报名、 交付保证金、 参与竞买， 也可到拍卖机构线下咨询， 勘

察标的， 办理登记手续， 交付保证金， 前往公拍中心参与同步拍卖。

竞买人应在约定期限内凭有效证照申请竞买， 及时将拍卖保证金汇入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经审核通过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保证金不接受现金

支付， 可采用线上 （银联在线） 或线下 （银行转账、 POS机、 支票等） 方式支付。

竞买人应遵守拍卖规定， 全面了解情况， 评估风险， 谨慎参拍。

公拍网网址： www.gpai.net; 同步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2号 （中华路口）

【特别提示】买受人支付拍卖佣金，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的相关条款收取：拍卖成交价200万元以下的，收取

佣金的比例3%；超过2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1.8%；超过1000万元至5000万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1.2%；超过5000万元至1亿元的部

分，收取佣金的比例0.6%；超过1亿元的部分，收取佣金的比例0.3%。

上海海同拍卖有限公司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3 日 （星期一） 至 2020 年 2 月

6 日 （星期四） 在“公拍网” （www.gpai.

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

家路 2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公司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 63 号 8 号

楼 402室 （线下接待）

咨询电话： 021-36030081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0 年 2 月 3 日 13:30 至

2020 年 2 月 6 日 13:30， 竞?人资格及出价

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为网络

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2020 年 2 月 6 日

（星期四） 13： 30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号 3号厅

拍卖标的： （【 】 内为保证金， 单位万元）

上海市闵行区老沪闵路 2027 弄 6 号地上建

筑物 （集体土地）； 建筑面积： 217.13 平方

米。 【5】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竞?人在拍卖前须自行与村民委员会协

商征得村民委员会的同意， 并签署相关协

议， 持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同意书来我司办理

竞?登记手续。

2、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 咨询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 日-2020 年 2 月 3 日， 预约看

样。

3、 竞?人资格经审核确认后，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支付保证金， 获得参拍权限。

4、 竞?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截止时间：

2020 年 2 月 5 日 （周三） 16:00， 保证金须

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5、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24

账 号： 11015011718000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6、 享有优先购?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

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登记手续

的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

先购?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上海所有从事司法鉴

定活动的机构和人员均将纳入法规

监管范畴， 司法鉴定案件实行统一

赋码管理， 实现司法鉴定案件实施

全流程监管。 昨天， 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条例

自明年 5月 1日起实施。

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丁伟

告诉记者， 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司法

鉴定执业能力参差不齐、 执业活动

不规范和鉴定“黄牛” 等突出问

题， 制定 《条例》 以规范司法鉴定

执业、 强化监督管理。

此次立法严格准入,健全统一

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制度。 《条例》

按照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 对

不同类型、 类别鉴定机构、 鉴定人

实行分类管理。 对从事“四大类”

鉴定业务的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

定人实行登记管理， 对从事“四类

外” 鉴定业务的其他鉴定机构、鉴

定人，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进行

管理。 明确本市建立司法鉴定工作

衔接协调机制；明确鉴定机构、鉴定

人名册及信息的公告和发布机制。

同时， 完善司法鉴定程序规

范， 明确办案机关委托鉴定的鉴定

机构、 鉴定人选择范围、 委托程序

等。 明确委托规范、 受理规范、 委

托事项确认、 不得受理情形等具体

事项。 细化鉴定回避， 标准适用，

鉴定意见书出具， 终止、 补充、 重

新鉴定， 鉴定人出庭等程序和条件

要求。 明确特别疑难、 复杂、 特殊

的技术问题以及有较大争议的鉴定

案件， 办案机关可以委托司法鉴定

专家委员会提供专家咨询意见。

《条例》 明确了综合运用多种

手段提升监管实效性， 建立司法鉴

定信息化监管制度。 通过对司法鉴

定案件实行统一赋码管理， 实现司

法鉴定案件实施全流程监管。 同时

进一步明确司法鉴定协会在自律管

理、 业务指引、 职业道德教育、 行

业惩戒等方面的作用。

针对本市存在鉴定“黄牛” 揽

案包案、 鉴定机构支付回扣承揽鉴

定业务、 违规设点等突出问题，

《条例》 专门规定了执业禁止条款，

明确司法鉴定机构、 司法鉴定人不

得随意支付回扣或者介绍费、 进行

虚假宣传、 诋毁其他同业机构和人

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司法鉴定业务

等，并相应设定了罚款等处罚手段。

《条例》通过以后，市司法局还

有一系列的配套文件也会出台。 首

先， 司法局将与公检法等办案机关

联合下发通知， 让作为委托单位的

办案机关切实按照《条例》的要求规

范委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信

息交流、情况通报等工作，规范和保

障司法鉴定活动。之后，鉴定人信用

评价和诚信公示制度、 司鉴机构准

入专家评审办法、 机构分类监管等

级评定办法等也将相继出台。

为配合 《条例》 的实施， 市司

法局先期开发了“智慧司鉴” 系

统， 现已投入到全市各司法鉴定机

构运行。 近期， 市司法局局联合市

高院、 市检察院、 市公安局和市国

安局共同印发了 《关于启用司法鉴

定意见书二维码的通知》，规定从明

年1月1日起， 四大类司法鉴定意见

书必须由“智慧司鉴”系统赋码，否

则将视作虚假鉴定文书。 同时《条

例》与信用管理制度相衔接，专门规

定了执业禁止条款， 明确对被司法

行政部门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

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实行“一票否

决”，禁止其再次申请从事司法鉴定

业务。 市司法局还将连接本市征信

系统，做好定期筛查工作。

沪司法鉴定机构不得随意支付回扣
杜绝“司鉴黄牛”滋生温床 条例自明年 5月 1日起实施

“戏精”组团碰瓷 已作案 30 余起
青浦警方破获系列“碰瓷”诈骗案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为了给“最柔软群体”

———孩子以更好的照护，昨天，国家卫生

健康委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托育服务工作

现场推进会上传出消息：上海等地先行先

试，托育服务取得了初步成效，要及时总

结、推广上海等地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快

推动婴幼儿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

上海作为先行先试城市勇于探索，

托育服务取得初步成效， 积累了宝贵经

验。 据介绍， 上海 0-3 岁幼儿托育服务

供给以托幼一体为主， 以普惠性资源为

主导。 截至 11月底， 全市可提供托育服

务的机构共有 663 家， 其中举办托班的

公民办幼儿园共有 450 所， 托儿所 35

个、 各区办早教中心 11个， 社会力量办

托育机构 167 家。 目前， 各类托育机构

共提供托额 2.81 万个， 约可满足 47%左

右有入托需求的适龄婴幼儿家庭。 市教

委同时扩大资源供给， 着力增加普惠性

托育服务， 建立“1+16+N” 的 0-3 岁

早期教养指导服务体系， 16 个区 900 多

个早教指导站覆盖所有街镇， 为本市适

龄家庭提供免费、 就近的科学育儿指导。

2017 年、 2018 年全市共建设 45 家社区

托管点， 2019 年建设了 56 个托育点，

74%的街镇有至少 1 个普惠性托育点。

2020 年， 上海将着力推广此模式， 力争

中心城区街镇普惠性托育点全覆盖。

同时， 本市加强托育服务从业人员

队伍建设。 目前， 上海共有 7 所本科类

院校、 6 所大专类院校开设学前教育类

专业， 共有在校生 6597 名， 其中 1 所本

科院校、 3 所大专院校今年新开学前教

育类专业并招生 1000名； 同时职后依托

上海开放大学系统， 每年对超过 5000 人

次的托育从业人员开展职业道德、 专业

技能等方面的培训， 有效支撑了各类托

育机构的队伍建设。 此外， 上海大力推

进婴幼儿健康照护服务， 全市免疫规划

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9%以上， 开展生长

发育评估、 眼和视力保健、 口腔保健、

心理保健等服务， 系统管理率达 99%以

上。 全市还启动建设 18个儿童早期发展

基地， 成立上海市视觉健康中心。

据悉， 国家卫健委将组织开展“支

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

试点活动， 运用土地、 建设、 财税、 监

管、 金融、 人才培养等综合政策， 支持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同时依托全国和地

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建立多部门、 跨

地区的联合奖惩机制， 对有虐童行为的

机构和人员“零容忍”， 实行终身禁入。

呵护“最柔软群体”，国家卫健委在沪召开全国托育工作推进会

推广上海等地好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