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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福建省建瓯市闽芝物资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1300051 20836189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7

日，票面金额
为人民币

200000

元，出票人为凯捷利电机
(

福建
)

有限公司，付
款行为厦门银行福州分行，收款人为苏州发源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经收款人背书转让给凯捷利集团有限公
司，其又背书转让给沃德电机

(

福安市
)

有限公司，再经沃德电机
(

福安市
)

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后，不慎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明君不锈钢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0300051

20006519

，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4

月
11

日，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824689.73

元，出票人为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收款人即为申请人的银行承兑汇票不慎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

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山东丰元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因票面号码为

3130005120555483

，出票日期为
2011

年
6

月
2

日，票面金额为
人民币

229555

元，出票人为诚丰家具
(

中国
)

有限公司，付款行为
平安银行福州分行营业部，收款人为大亚木业

(

福建
)

有限公司的
银行承兑汇票，经收款人背书转让给青州市鑫胜化工有限公司，

再经青州市鑫胜化工有限公司背书转让给申请人后， 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福建
]

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中山宝强工业安全用品有限公司因银行支票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
记载

:

票据号码为
3080953090886590

、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30420

元、出票人为深圳市创丰环保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付款银行为
招商银行新安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广东
]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天津纯芳香料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丢失，向本

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票号

GA/01 02357135

，金额
147490

元，出票人为河南超汇
实业有限公司，收款人为郑州丰源食品添加剂有限公司，付款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运营作业中心， 出票日期

2010

年
9

月
1

日，到期日
2011

年
3

月
1

日。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河南
]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慈利县春秋铁矿有限公司，因不慎遗失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营业部签发的票号为
10300052

20707319

（出票日期贰零壹壹年陆月壹拾伍日，票面金额贰佰
万元整，出票人重庆市耀辉物资有限公司，收款人四川省达州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壹张，向本院申请公
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湖南
]

慈利县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九州金科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7974810

，票面金额
500

万元，出票
行南京银行无锡分行，出票日期

2011

年
2

月
16

日，汇票到期
日

2011

年
8

月
16

日，出票人无锡市新邯钢业有限公司，收款
人无锡市钻亿商贸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
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
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
为无效。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贝卡尔特（山东）钢帘线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 该票据记载：票号
GA/01 08015002

，票面金额
20

万元，出
票行无锡交行，出票日期

2008

年
6

月
13

日，汇票到期日
2008

年
12

月
13

日，出票人无锡市嘉件自动车有限公司，收款人无
锡市锡山区安镇达利车辆配件厂。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无锡市崇安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无锡市九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因所持银行承兑汇票

毁损，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该票
据记载： 票号

1020005220040834

， 票面金额
63416

， 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29

日，出票人为申请人，收款人无锡市虞瑞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无锡硕放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
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连云港同捷贸易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遗失，向

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 票号

31300051 01018585

， 票面金额
30000

元， 出票日期
2011

年
3

月
9

日， 出票人常州市联科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付款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街支行，收款人常州天
创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
本院申报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
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江苏
]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萧山潇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杭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浦支行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签发的编码为
3130005121825294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100000

元，出
票人杭州小球星儿童用品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斯诺曼车圈有

限公司，背书人杭州路达车辆配件有限公司）遗失，向本院申请
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
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
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杭州萧山潇江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因持浙江萧山农

村合作银行宁围支行于
2011

年
7

月
15

日签发的编码为
4020005121507163

号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
60000

元，出
票人杭州萧山江南小轮车有限公司，收款人杭州萧山富权五金
机械有限公司，背书人杭州萧山富权五金机械有限公司）遗失，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 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厦门声星电子有限公司因被盗中国农业银行慈溪

新浦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10300051/00169074

、出票
日期

2011

年
3

月
25

日、出票金额
56 808

元、出票人宁波辰佳
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塔器分离工程有限公司、付款行中
国农业银行慈溪新浦支行、背书人宁波塔器分离工程有限公司
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盐城市明丰机械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银行观海卫

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31300051/20647334

、出票日期
2011

年
4

月
8

日、出票金额
30 000

元、出票人宁波罗特电器有
限公司、收款人余姚市金龙制冷配件厂、付款行宁波银行观海
卫支行、 背书人余姚市金龙制冷配件厂、 持票人为申请人）一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
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宏普电机有限公司因遗失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宁波分行观海卫支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31300051/

21343332

、出票日期
2011

年
5

月
11

日、出票金额
50 000

元、

出票人慈溪市桥头昊明纸箱厂、收款人慈溪市璐畅金属制品有
限公司、付款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宁波分行观海卫支、背书人
慈溪市璐畅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
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
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
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凌海市德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因遗失中国银行慈

溪支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汇票号码
10400052/20406134

、

出票日期
2011

年
7

月
11

日、出票金额
100 000

元、出票人慈
溪市恒进电子有限公司、收款人慈溪万陇电器有限公司、付款
行中国银行慈溪支行营业部、 背书人慈溪万陇电器有限公司
等、持票人为申请人）一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
定，现予公告。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
述票据无效。 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慈溪市人民法院
申请人浙江申浩兔业发展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予以公告。 该票据记
载：号码为

10500053/20565728

、出票日期
2011

年
8

月
12

日、

到期日
2012

年
2

月
12

日、金额人民币
50

万元、出票人浙江申
浩兔业发展有限公司、收款人大丰市海虹兔毛加工厂、出票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南浔支行。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

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
让该票据的行为无效。

[

浙江
]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报
２０11

年
8

月
30

日（总第
5073

期）

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示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催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告

为依法惩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的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的规定，现就
办理这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
解释如下：

第一条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
数据或者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严
重”：

（一）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
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
组以上的；

（二）获取第（一）项以外的身份认证
信息五百组以上的；

（三）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二十
台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
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

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明知是他人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 而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权
加以利用的， 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定罪处
罚。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
序、工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
条第三款规定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

（一）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措施， 未经授权或者超越
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
的；

（二）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
系统安全保护措施， 未经授权或者超越
授权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控制的功能
的；

（三）其他专门设计用于侵入、非法
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的程序、工具。

第三条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
条第三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提供能够用于非法获取支付结
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
身份认证信息的专门性程序、 工具五人
次以上的；

（二）提供第（一）项以外的专门用于
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

工具二十人次以上的；

（三）明知他人实施非法获取支付结
算、证券交易、期货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
身份认证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
供程序、工具五人次以上的；

（四）明知他人实施第（三）项以外的
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
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 工具二十人
次以上的；

（五）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
经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情节特别
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

项至第（五）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其他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第四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功
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
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一）造成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
的主要软件或者硬件不能正常运行的；

（二）对二十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统
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进行删除、

修改、增加操作的；

（三）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
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为一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
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
务或者为一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
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
果特别严重”：

（一）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二）造成为五百台以上计算机信息系
统提供域名解析、身份认证、计费等基础服
务或者为五万以上用户提供服务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累计一小时以上
的；

（三）破坏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
通、教育、医疗、能源等领域提供公共服务
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功能、 数据或者应用
程序，致使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或者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四）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序，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
定的“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

（一）能够通过网络、存储介质、文件等
媒介，将自身的部分、全部或者变种进行复
制、传播，并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或
者应用程序的；

（二） 能够在预先设定条件下自动触
发，并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
程序的；

（三）其他专门设计用于破坏计算机系
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程序。

第六条故意制作、 传播计算机病毒

等破坏性程序，影响计算机系统正常运行，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二百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后果严重”：

（一）制作、提供、传输第五条第（一）项
规定的程序，导致该程序通过网络、存储介
质、文件等媒介传播的；

（二）造成二十台以上计算机系统被植
入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的程序的；

（三）提供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十
人次以上的；

（四）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造成经
济损失一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后
果特别严重”：

（一）制作、提供、传输第五条第（一）项
规定的程序，导致该程序通过网络、存储介
质、文件等媒介传播，致使生产、生活受到
严重影响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二）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前款第（二）项
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三）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第七条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
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 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
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
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违法所得五千元
以上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
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
处罚。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违法所得五万元
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单位实施第一款规定行为的， 定罪量
刑标准依照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执行。

第八条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实
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 达到本
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的， 应当依照刑
法第二百八十五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
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第九条明知他人实施刑法第二百八
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行为，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依
照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
的规定处罚：

（一）为其提供用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功能、数据或者应用程序的程序、工具，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或者提供十人次以上
的；

（二）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
管、网络存储空间、通讯传输通道、费用结
算、交易服务、广告服务、技术培训、技术支
持等帮助，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

（三）通过委托推广软件、投放广告等
方式向其提供资金五千元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行为， 数量或者数额达
到前款规定标准五倍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
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规
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或者“后果特别严
重”。

第十条对于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八
十五条、 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国家事
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
信息系统”、“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
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计算机病毒等
破坏性程序”难以确定的，应当委托省级以
上负责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管理工作
的部门检验。司法机关根据检验结论，并结
合案件具体情况认定。

第十一条本解释所称“计算机信息
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是指具备自动处理
数据功能的系统，包括计算机、网络设备、

通信设备、自动化控制设备等。

本解释所称“身份认证信息”，是指用
于确认用户在计算机信息系统上操作权限
的数据，包括账号、口令、密码、数字证书
等。

本解释所称“经济损失”，包括危害计
算机信息系统犯罪行为给用户直接造成的
经济损失，以及用户为恢复数据、功能而支
出的必要费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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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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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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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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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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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
《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为帮助广大司法人员和
社会公众进一步正确理解《解释》的精神和内容，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负责人就
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请介绍一下《解释》出台的背景。

答：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业的快速发展，计
算机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计
算机的普及在极大地方便了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
同时，其自身的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为保护计算
机信息系统的安全，

1997

年刑法规定了非法侵入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针
对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方面出现的新情况，

2009

年
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非法
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这些规定对于
维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打击计算机网络犯罪
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我国面临黑客
攻击、网络病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威胁，是世
界上黑客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据《中国互联网
状况》 白皮书，

2009

年我国被境外控制的计算机
IP

地址达
100

多万个； 被黑客篡改的网站达
4.2

万个；被“飞客”蠕虫网络病毒感染的计算机每月
达

1800

万台，约占全球感染主机数量的
30%

。 而
据公安部提供的情况，近

5

年来，我国互联网上传
播的病毒数量平均每年增长

80％

以上， 互联网上
平均每

10

台计算机中有
8

台受到黑客控制，公安
机关受理的黑客攻击破坏活动相关案件平均每年
增长

110％

。 从司法实践来看，制作传播计算机病
毒、侵入和攻击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增长迅速，

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的犯罪日趋增多，制作销售黑客工具、倒
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控制权等现象十分突
出。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
仅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运行安全与信息安全，

而且危害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侵害了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严厉打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加
大对信息网络安全的保护力度，刻不容缓。 然而，

在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案件的过程中，

适用刑法相关规定遇到了一些问题， 需要进一步
明确：一是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
规定的有关术语，如“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
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和“计算机病毒等破
坏性程序”等，其含义需作进一步明确。 二是刑法
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涉及的“情节严
重”、“情节特别严重”、“后果严重”、“后果特别严
重” 等规定缺乏具体认定标准， 办案部门认识不
一，难以操作。三是对于倒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和控制权等行为的定性、 以单位名义或者形式实
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处理、 危害计
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共同犯罪的处理等疑难问题，

司法实务部门反映突出。鉴此，为适应司法实践需
要， 明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法律适
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

了《解释》。

问：请介绍一下《解释》的主要内容。

答：《解释》共有十一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个
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了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
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提供侵入、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破坏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二是规定
了对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
获取的数据、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所获
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予以转移、收购、

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以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明确了对
以单位名义或者单位形式实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
统安全犯罪的行为， 应当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四是规定了
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共同犯罪的具体情形和
处理原则；五是明确了“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
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专门用于侵
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计
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具体范围、认定程序等
问题；六是界定了“计算机信息系统”、“计算机系
统”、“身份认证信息”、“经济损失” 等相关术语的
内涵和外延。

问：《解释》在制定过程中有哪些考虑？

答：为确保《解释》的内容科学合理，能够适应形
势发展、满足司法实践需要，我们在起草过程中，着
重注意把握了以下几点：

第一， 科学合理确定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为给司法实务提供可操作的
定罪量刑标准，《解释》 的不少条款都涉及到数量或
者数额。 基于严厉打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
罪的考虑，我们立足司法实践，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对数量数额标准作出了相应规定。在制定过
程中，我们组织专门力量深入司法实践，了解具体案
件，为确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提供了依据，并充
分听取了各方意见， 最终确定了定罪量刑的相关数
量或者数额标准。 例如， 根据数据的重要性程度不
同， 对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的入罪标准
予以合理区分，非法获取支付结算、证券交易、期货
交易等网络金融服务的身份认证信息十组以上的构
成犯罪， 而非法获取其他身份认证信息五百组以上
的，才构成犯罪；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并考虑
有效惩治和震慑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的需
要， 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入罪标准规定
为二十台以上。

第二， 注重斩断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
的利益链条。近年来，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
猖獗和泛滥的深层次原因，是制作黑客工具、销售黑

客工具、非法获取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倒卖非法获取的数据、 倒卖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
系统的控制权等各个环节分工合作， 形成了环环相
扣的利益链条。 因此， 打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犯罪的关键是要斩断利益链条， 这是制定《解
释》 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 《解释》 的相关规
定明确了制作黑客工具、 销售黑客工具、 非法获取
数据、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倒卖非法获取的
数据、 倒卖非法控制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控制权等
各种行为的刑事责任， 有利于从源头上切断利益链
条， 有效遏制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蔓延
和泛滥。

第三， 有效解决打击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犯罪司法实践中反映突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多年来，

司法机关在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案件
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在《解释》起草过程中，我们立
足于司法实践， 明确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
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并特别解决了掩饰、隐瞒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和控制权行为的定性、 以单位名义或
者形式实施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的处理原
则、 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
等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

问：如何处理掩饰、隐瞒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

控制权行为？

答：目前，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

隐瞒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控制权的行为已经非常
泛滥，甚至形成了大规模的网上交易平台。 为严厉
打击这一行为，《解释》规定，明知是非法获取计算机
信息系统数据犯罪所获取的数据、 非法控制计算机
信息系统犯罪所获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控制权，而
予以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
瞒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 主要有如
下考虑： 一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和控制权是一种
无形物，属于“犯罪所得”的范畴，理应成为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的对象。 下转第三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1

年
6

月
20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24

次会议、

2011

年
7

月
11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届检察委员会第
63

次会
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二
○

一一年八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告

严惩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犯罪

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与信息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研究室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张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