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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 黄玥）记者25日从全国
妇联获悉，全国妇联权益部日
前发布《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
收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家
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及“证明面
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
等作了详细说明，用于帮助受
害人树立证据意识，依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由于家暴受害人缺少保存
和收集证明家暴证据的意识，很
多情况下受害人不知道如何收
集证据、哪些可以作为证据使
用、收集的证据有什么用处。鉴
于此，指引提示，公安机关出警
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村
（居）民委员会、妇联组织、反家

暴社会组织、双方用人单位等机
构的求助接访记录、调解记录，
受害人病历资料、诊疗花费票
据，实施家庭暴力的录音、录像，
身体伤痕和打砸现场照片、录
像，加害人保证书、承诺书、悔过
书，证人证言、未成年子女证言
以及受害人的陈述等，均可作为
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
据，受害人注意保存或向有关部
门申请查阅调取。

指引提醒受害人，如果加
害人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QQ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等威
胁、恐吓的，受害人可以录音、
截屏等方式备份保存此类证
据，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公证
处提取电子证据。

记者25日从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截至25日17时，上海新增3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

上海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及
环境终末消毒等防疫措施。目前这3例病例均已转运至上海市公
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在攀谈中，一名商家表示，自家的死
亡证明可代开医院或派出所的，派出所的
死亡证明价格相对较高。随即又表示，需
知晓死亡证明用途，如若将死亡证明用于
走法律途径的刑事纠纷，则不予开具，“那
个风险太大，你也危险我也危险，医院的
死亡证明我这边能开，也好开。”

随后该商家又表示，如若人并没有去
世，需要打官司或维权，可以开具医院相
应的病危通知书。“你拿去一样加高你的
筹码，真正死亡的话赔的还没那么多，病
危通知书赔偿得更多。”针对新黄河记者
提出的是否靠谱、医院是否会核实一事，
对方表示“人躺在床上也是病危啊，如果
你开死亡的那就不实际了，毕竟人没真
死。病危通知书就已经很严重了，拿去肯
定能增加筹码。我这边也能开伤情鉴定，
可以给你开得严重一点。”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确
有部分民事纠纷围绕着伤情鉴定造假展
开，有部分诉讼者控诉称，伤者并未碰到
某些部位，其伤情鉴定书却显示出了不同
的结果。

病危通知书和死亡证明，
关乎人的生死，是极为严肃的
医学文书。然而，这样的文书居
然在网络上随意售卖，只需花
一百多元，提供身份证号、地
址、死亡时间，全国各地医院的
死亡证明任你选。从购买之便
捷以及造假成本之低廉，可见
证明背后的“灰产链条”，已经
到了何等成熟的地步。

病危通知书和死亡证明的
造假，危害是显而易见的。2020
年，江苏一男子就曾因行骗190
万元被取保候审，妄图通过给
自己办理假的死亡证明、火化
证明和户口注销证明，来规避
审判。此外，通过开证明帮助自
己维权，用于骗保等新闻也不
时出现。可以想见，假证明“灰
产”，不仅破坏社会诚信，也必
然助长大量违法犯罪行为，给
社会带来不可测的风险。

类似证明制假，买卖双方
都已经触犯法律。商家伪造这
种证明，达到一定金额或次数，
或者造成严重危害后果，将涉
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治安管理处
罚法对于“买卖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
公文、证件、证明文件的”行为，
同样有相应处罚条款。然而，为
什么这背后的地下链条依然猖
獗呢？

这其中，相关平台的放纵，
恐怕是一个关键因素。其实，病
危通知书和死亡证明等造假问
题，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
些年来，不断有媒体报道。但往
往是，一有媒体介入，相关平台
便重视一下，比如去年江苏一
男子买假死亡证明，试图逃避
审判被曝光，相关网络店铺就
曾遭到清理。可等到新闻热度
一过，平台的日常管理变得松
懈，类似证明“灰产”就会卷土
重来。

得承认，伪造证明的交易
具有一定隐蔽性，比如从记者
的调查看，一些店铺通过网络
平台引流，然后通过微信进行
洽谈和交易，这确实会给平台
的监管带来一定难度。但是，如
果充分利用大数据，是不难识
别这些违法店铺的。记者都能
通过关键词搜索等办法，找到
这些造假店铺，如果掌握更多
信息和数据的平台真要管，不
可能管不了。

当然，对于类似伪造证明
交易的监管，也不能只寄望于
平台的自觉。作为相关监管部
门，也有责任进行督促和监督，
压实各平台的主体责任，对于
放纵证明“灰产”的网络平台，
不仅仅是自查纠正，而应依法
作出处罚。如此，才能倒逼平台

“守土有责”，尽最大努力掐断
证明“灰产”的交易链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于平

上海新增3例
本土确诊病例
为朋友关系 曾同游苏州

《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发布

录音、录像、照片、保证书
均可作为家暴证据

花130元
就能“假死”
平台岂能真瞎

25 日，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
范区工作办公室公布北京正式开放首
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并
发布了配套管理政策。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
主任、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
区工作办公室主任孔磊表示，自今
年 4 月北京设立首个智能网联汽车
政策先行区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安
全测试里程接近 300 万公里，管理政
策创新成效良好，已具备条件开展
商业化试点。

据介绍，百度和小马智行成为首
批获许开展商业化试点服务的企业，
现阶段将在北京经开区60平方公里范
围，投入不超过100辆自动驾驶车辆开
展商业化试点服务。根据配套发布的
管理政策，在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的前提下，企业可采取市场化定价机

制。同时，在向乘客明确收费原则、支
付方式等信息前提下，方可开启体验
收费服务。

记者25日中午通过百度“萝卜快
跑”平台叫到一辆自动驾驶车辆，订单
行程约 2.6 公里，最终收费为 1.42 元。
上车后，用户需输入手机尾号确认订
单并开启行程。

孔磊介绍，此次商业化试点配套
的管理政策从申请审核、试点管理、网
络数据安全、服务监督与违规管理等
方面对企业开展商业化出行服务进行
了详细规范。下一步，北京市高级别自
动驾驶示范区将适时逐步扩大商业化
试点路段或区域范围，支持企业从无
人化道路测试逐步过渡到无人商业化
试点，持续为公众带来自动驾驶出行
服务体验升级。

（新华社记者 郭宇靖、鲁畅）

买卖“死亡证明”百余元就能搞定
这是什么

“鬼生意”
如今代办理业务颇受

市民欢迎，您是否听说过
“死亡证明”也能代办？近
日，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
平台花费不到200元便能
得到死亡证明。一名商家
“贴心”表示，若是需要打官
司增加筹码，还可以代开
“病危通知书”，相比“死亡
证明”更有效力。值得一提
的是，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
意到，商家代开的“死亡证
明”模板五花八门，有的连
基本身份信息都不完整。相
关法律人士提醒，商家若明
知买家将其作为伪证，还恶
意销售则涉嫌违法犯罪。

震
惊
震
惊

11月22日上午，记者在淘宝平台检索
“病危”二字，弹出了部分代办理业务，其
关键字标注着可提供病假条等服务。私信
询问时，商家多会要求咨询者添加其微
信。记者辗转添加了3名商家的微信。

第一名商家表示，自家可以开具死亡
证明，其售价为130元，只需告知姓名、身
份证号、地址、死亡时间信息即可。另一名
商家表示，全国各地医院的死亡证明他都
可以开具。“正规三甲医院开出来的160
元，需要姓名、身份证号码、死亡时间、什
么原因死的。”该商家表示，自己在医院有
正规渠道。第三名商家则称，自家的死亡
证明售价为150元，同样保真。

记者注意到，三名商家提供的死亡证
明模板图各不相同，有的仅标注了患者姓
名、年龄、住院号、死因及死亡时间，有的则
十分全面，包括身份编号、实际年龄、具体
死亡地点（医院病房、急诊室、赴医院途
中）、死亡诱发病因、疾病最高诊断依据等。

医疗从业者：
部分证明“一眼假”

上述商家提供的“假
死”证明究竟是否靠谱？记
者咨询了两名三甲医院工
作人员，对方表示，部分死
亡证明书上甚至没有注明
死者的身份证号等信息，属
于是“一眼假”。

检索发现，近年来因伪
造死亡证明闹出的乌龙并
非少数。2020年，江苏一男
子就曾因行骗190万元被取
保候审，妄图通过给自己办
理假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
和户口注销证明，来规避审
判。最终该男子因涉嫌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犯罪等
行为罪加一等。

“正规的司法鉴定文书
往往是出自司法鉴定中心，
需要查看其资质。随意开具
的伤情鉴定、死亡证明等，如
若用于纠纷处理，法院也需
要考察其真实性。”山东正唐
律师事务所袁倩律师表示，
诸如男子为脱罪而办理虚假
死亡证明的行为，性质十分
恶劣，已属于犯罪行为。

记者了解到，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伪造、
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
件、印章，处3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伪
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
民团体的印章的，处3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

据新黄河客户端

记者都能通过关键词
搜索等办法，找到这些造
假店铺，如果掌握更多信
息和数据的平台真要管，
不可能管不了。

不到200元
就能开“死亡证明”
商家：在医院有正规渠道

病危通知书
也能开
商家：维权时可增加“筹码”

辨真伪辨真伪

另据央视新闻，昨日，苏州
多家文旅场所发布暂时关闭通
知，包括甪直景区、西山景区、
东山紫金庵景点、吴文化博物
馆。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据“徐州发布”官方微博消
息，11 月 25 日，徐州市泉山区
接协查通报，对上海市11月25
日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目前已
确诊）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
检测，结果阳性，迅速转定点医
院隔离观察诊治，目前经专家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徐州市立即启动应急响

应，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
关人员排查、核酸检测和隔离
管控措施，落实相关场所消杀。

经查，该无症状感染者11
月20日曾在苏州市与上海确诊
病例在同一餐厅就餐，于11月
21日晚乘坐G8300来到徐州。
截至11月25日20时，徐州市已
排查密接76人，全部落实隔离
管控措施，并全部进行核酸检
测，已出结果17人，均为阴性；
已隔离管控轨迹交集人员849
人，核酸检测工作正在进行。
据上海发布、新华社、央视新闻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11月
25日确诊本土病例涉及区域和
场所的情况如下：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锦绣
路1650弄香梅花园一期小区、
三林镇海阳路1080弄香樟苑小
区、锦康路480号绿地超市，海
阳路1068号罗森便利店。

青浦区：赵巷镇业文路189
弄西郊锦庐小区。

黄浦区：西藏中路168号、
西藏中路18号底层便利蜂港陆
广场店、淮海中路99号大上海
时代广场泊耀万裕国际影城1
号厅、云南中路258号辣堂赣江
西米粉人民广场店。

松江区：九亭镇涞亭南路
684号新龙门车栈（上海涞亭

店）、九泾路889号。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经上海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研究决定，将浦东新区花木街
道锦绣路 1650 弄香梅花园一
期小区、浦东新区三林镇海阳
路 1080 弄香樟苑小区和青浦
区赵巷镇业文路189弄西郊锦
庐小区列为中风险地区，上海
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邬惊雷表示，疫情防控不能
有丝毫麻痹懈怠和侥幸松劲。上
海将继续发扬“事不过夜”的精
神，在精准处置上下更大功夫，
持续提升应急反应能力，持续引
导市民主动加强自我防护，共同
筑牢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
惊雷表示，这 3 例确诊病例为
朋友关系，均已接种 2 剂新冠
病毒疫苗，曾于 11 月 19 日至
21日先后前往苏州共同游玩，
有长时间密切接触史，有明确
流行病学关联。至于是否与国
内有关疫情关联，有关部门还
在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溯
源等工作。

病例的具体情况如下：
病例 1：女，34 岁，常住福

建厦门，11 月 12 日自厦门前
往北京，15 日自北京抵沪，临
时居住于浦东新区锦绣路香
梅花园。

病例 2：女，32 岁，家庭住
址为浦东新区海阳路1080弄。
25日上午，两人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后经市、区疾
控中心复核为阳性。

病例 3：女，31 岁，家庭住

址为青浦区赵巷镇业文路189
弄。作为病例 1、病例 2 的密切
接触者，25日核酸筛查结果异
常，后经市、区疾控中心复核为
阳性。

截至25日17时，已累计排
查到在沪密切接触者27人，均
已落实集中隔离管控，其中16
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
正在检测中。累计排查到在沪
密接的密接 103 人，均已落实
集中隔离管控，其中27人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
测中。累计排查到相关筛查人
员 10653 人，其中 5628 人核酸
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正在检
测中。

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
和环境样本972 件，其中29 件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均为病
例 1 临时居住地环境样本），
513件阴性，其余正在检测中。

更
震
惊

更
震
惊

律师：
办理虚假死亡证明

是犯罪

讲法律讲法律

确诊三人
有明确流行病学关联

上海三地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江苏徐州
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启动首个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订单行程约2.6公里 最终收费1.42元

记者25日从公安部获悉，
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领域制假
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
借“医美贷”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
突出，导致医美事故频发的情况，
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
日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
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
领域突出犯罪活动打击力度。

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食药

侦部门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围绕医美产品生产经
营企业、医美服务机构、直播带
货平台等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
进行排查，并积极发动群众检
举揭发违法犯罪。要强化破案
攻坚，深挖彻查，打准打狠，适
时组织统一集中收网，彻底摧
毁犯罪网络。

（新华社记者 翟翔、熊丰）

公安部要求严厉打击
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犯罪活动

乘客支付车费

虚假死亡证明

记者与商家聊天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