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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规定”告诉你  
这些“小事”莫开口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李春妹 通讯员 胡浩斌 骆辉 颜娟霞  

“老朋友，帮我把刘法官约出来！”“大侄子，阿

姨有案子在你们法院！”……如果您有在法院工作的

朋友，请不要跟他这样“打招呼”。

当前，南海法院正在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

整顿，将违反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作为集中

整治的顽瘴痼疾之一。本期家书，让我们一起来了

解下“三个规定”的内容吧。

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应当在工作场所、工作时

间接待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因办案需要，

确需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在非工作场所、

非工作时间接触的，应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并获批准。　　

司法人员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

在非工作时间或非工作场所接触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

中介组织的，应当在三日内向本单位纪检监察部门报告有关

情况。

这个反诈“神器”可有效拦截诈骗电话这个反诈“神器”可有效拦截诈骗电话

现如今，全中国的警察都在推广

一款叫做“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这款“反诈神器”由公安部刑事侦查

局出品，反诈预警、身份验真、APP

自查、风险查询等核心功能可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被骗的可能性。

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南法宣整理 / 珠江时报记者 杨慧 通讯员 南公宣

哪些情形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反规定
干预办案？

改造计划如何实施？

下载反诈“神器”
迅速拦截骗子来电

什么是“三个规定”？

司法人员应遵守哪些办案纪律？

哪些属于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
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

案 例

“国家反诈中心”APP是什么？

哪些市场将会被改造？

市场改造享受哪些补贴政策？

改造的内容包含哪些？

这款App有什么用？

如何注册和使用？

注意事项

今年至少改造32个农贸市场 今年至少改造32个农贸市场 
最高奖励300万元最高奖励300万元

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

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邀请办案人员私下会见案

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

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其他影响司法人员依法公正处理案

件的行为。

2015 年，中办、国办、中政委、“五部委””先后出台

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

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

责任追究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司法人员与当事人、律师、

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接触交往行为的若干规定》，简称为

“三个规定”。

泄露司法机关办案工作秘密或者其他依法依规不得泄

露的情况；为当事人推荐、介绍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

为律师、中介组织介绍案件，要求、建议或者暗示当事人更

换符合代理条件的律师；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

弊，与相关中介组织和人员恶意串通、弄虚作假、违规操作

等行为。　　

日前，南海发布《佛山市南海区农
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方案》，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间，对全区符合条件的农贸
市场进行硬件设施改造和软件管理升级，
将全区农贸市场建设成为布局合理、清
洁卫生、安全有序、配套齐全、管理制
度完善、流通方式先进的农贸市场，营
造健康文明、安全舒适的市场消费环境。
其中，2021 年要完成不少于 32 个市场
的升级改造工作。

南海全区已有超 26 万市民安装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南海全区已有超 26 万市民安装注册“国家反诈中心”APP

“如果早点下载的话，我就不会

被骗了。”在南海公安分局官窑派出

所官窑社区民警中队，事主小青（化

名）非常懊悔。

5 月 11 日 12 时许，小青接到一

个陌生来电，对方称小青在支付宝上

开通了基金服务，但小青表示自己并

未开通过。

“可能是误操作开通了。”对方

提醒小青，如果不取消该业务，每个

月将会自动扣费数百元。小青听后连

忙询问取消的方法，并在对方的指引

下提供了相关资料。对方还以需要转

账核实卡号为由，要求小青转账了

3142 元，并不断询问小青是否有其

他 APP 能贷款。这时，小青意识到

自己被骗，于是报警求助。

接报后，官窑派出所官窑社区

民警中队民警找到了小青了解详细情

况，给她普及反诈知识的同时，推介

她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APP，并

开启了“来电预警”功能。

“没想到 APP 这么快就起了作

用。”当日晚上 7 时许，小青激动

地来到官窑社区民警中队。她告诉处

警民警，就在安装了 APP 后的几个

小时，自己再次接到陌生来电，但该

APP 发出了预警信号，自动拦截了该

诈骗电话。

“这款 APP 真的非常实用，如果

早点安装的话，我就不会被骗了”小

青感叹道。她还表示一定要把自己的

亲身经历告诉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一

起来下载安装这款反诈 APP。

这款 APP 是公安部推出的一款国家级反诈利器，集合报案助

手、举报线索诈骗预警、反诈宣传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截至目前，南海全区已有超 26 万市民安装注册了“国家反诈

中心”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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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预警： 对诈骗来电、诈骗短信、诈骗 APP 进行无感阻断；

身份核实： 对聊天对象身份进行辅助验证；

报案助手： 被骗后可第一时间进行报案；

反诈学习： 软件里有海量诈骗经典案例，通过情景再现揭示

诈骗套路，同时可以学习面对诈骗时的处理方案和预防受骗

的心理预警；

结合实际使用场景帮助用户身份验证、支付风险核验等功能。 

如全机检测查杀可疑 APP、音视频录制、防骗评分等工具帮

助用户有效提交线索、检测手机风险。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国家反诈中心”并下载安装；

继续完善信息，完成身份认证；开始使用。

打开应用，点击“快速注册”，

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完善账号并保存；

我要举报：对涉诈电话、短信、APP 进行快速举报，可以帮助

他人提前防范，还可以保护用户信息安全；

使用线索提供、指尖举报、号码标注功

能时，需先身份验证。

诈骗预警权限不开启不能使用预警

功能。

APP使用时，需要授权手机权限，如“照

片访问”“视频访问”“访问短信”“访

问通讯录”等所有权限点击【总是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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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内建筑面积 500 平方米以上，持照

经营、消防验收（评估）合格、产权清晰，且

2023 年底前无旧改及关闭计划的农贸市场。值

得注意的是，新建市场申请列入此清单需经区、

镇两级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专班批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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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硬件基础设施进行升级，完善消防设施、

供水供电设施、排水排污设施、通风设施、

卫生设施、经营设施、市场装修、公共服

务等硬件基础设施；

建立完善的准入管理、价格管理、计量管理、

消费维权管理、诚信经营管理、食品安全

管理、环境卫生管理等管理制度，引入智

慧化管理模式；

在农贸市场探索引入电子商务、线上线下

融合、冷链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加快农

贸市场商业模式转型升级，促进市场规模

化、品牌化、信息化发展。

按“先易后难、分步推进”的原则预计在 3 年内（2021

年 -2023 年）完成南海区农贸市场改造任务。其中，根据升级

改造标准主要分为A、B、C三类，按《南海区农贸市场升级改

造评分表》进行评分，其中总分达到90分以上的属A类，总分

80~89 分属B类，总分 70~79 分属C类。A、B、C 三类均应

按照《南海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评分表》要求配备相应级别的

智慧化设施，纳入南海区“智信市场”体系。

（一）第一阶段：打造样板市场（2021 年）

根据2021年南海区十大民生实事的目标任务，2021年要完成

不少于32个市场的升级改造工作，其中18个 A类以上民生实事样

板市场，并配备相应的智慧化设施，B、C级共14个，原则上区国资局、

镇公资办下属市场必须纳入第一批改造名单。

（二）第二阶段：扩大升改范围（2022 年）

选取城区中心、村中心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升改标准必须达

到B级以上。其中，丹灶、九江至少启动3个市场升级改造，西樵

镇至少启动2个城区中心、2个村中心市场的升级改造，其他镇（街）

至少启动3个城区中心、4个村中心市场的升级改造，市场数量上

不封顶，城区中心市场数量不足的，可调整升改市场的选择，但总

数量不得减少。

（三）第三阶段：规范村级市场（2023 年）

继续推进村级市场升级改造，升改标准必须达到C级以上。其中，

西樵镇至少启动3个市场的升级改造，桂城街道、大沥镇、狮山镇、

里水镇至少启动4个市场的升级改造，九江、丹灶镇对其余市场进行

升级改造，市场数量上不封顶。

市场升级改造所需资金主要由市场开办单位自筹及政

府补贴资金两部分组成，对验收合格的市场，区、镇两级

财政通过补贴方式给予资金扶持。

其中按照分类补贴、鼓励先行先试的原则，对在 2021

年至 2023 年期间完成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验收的市场产

权方或市场运营承包方（以实际投资改造方为准）进行补

贴，值得注意的是，补贴按实际改造面积计算（含小餐饮），

不含农贸市场配套的其他工业产品经营区域（包括但不限

于日常用品、服装、电器等）。

具 体 标 准 如 下

按照A级标准实施升级改造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市场

按照B级标准实施升级改造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市场

按照C级标准实施升级改造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市场

每个市场补贴上限为 300 万元

每个市场补贴上限为 150 万元

每个市场补贴上限为 30 万元

对 2016 年至 2020 年，本方案正式实施前已完成升

级改造或已启动升级改造的市场，可由各镇（街）按

照标准对需要申请补贴的市场进行专项申请，经审批

验收后达到 B 级标准以上的，参照标准予以补贴。

对通过“智信市场”体系建设验收的市场，按已安

装智慧电子秤的商户计算补贴，补贴金额按 A、B 两

类市场和完成时间的不同，分别补贴 800 元 / 户至

3500 元 / 户不等。

扫码下载“国家反

诈中心”APP

南海区计划 3 年内完成农贸市场改造任务，南海区计划 3 年内完成农贸市场改造任务，营造健康文明、安全舒适的市场消费环境营造健康文明、安全舒适的市场消费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