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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案难破在哪？陈士渠分析，

一是有的孩子被拐时年龄太小，

不记得自己的经历，长大后外出

求学工作，更没人知道他是被拐

的。并且时间越长，孩子的体貌

特征变化也越大，即使孩子站在

父母眼前，他们也不一定认识。

但今年 6月，一次 AI 人脸

识别技术的成功，让陈士渠又充

满了期望。

事情要从 2014 年说起。当

年，四川警方抓获一名拐卖儿童

的人贩子，通过监控视频等线索，

确认他从 2008 年开始便连续作

案，共拐卖13 名儿童。当年发

案的 3 名儿童马上获得解救，但

还有 10 名孩子在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比对没有结果，只知道被

卖去了广东。

这 10 名被拐孩子的父母奔

波在全国各地，拿着老照片，参

加一个又一个寻亲大会，警方的

心也一直为他们悬着——直到去

年12月，陈士渠去腾讯公司调研，

了解到一项新技术。

这项技术的名字叫做“跨

年龄人脸识别”，来自腾讯优图

实验室。该研究负责人通过对

0-18岁人脸的成长变化进行模拟

建模，生成大量可供学习的人脸

样本，然后采用深度神经网络算

法来学习这些人脸在成长过程中

的复杂变化。该技术经过测试，

准确率达到 96%以上。

陈士渠一听到这个消息，便

马上介绍给了四川警方。通过该

项技术，10 名被拐孩子和广州

地区所有的学生档案进行了人脸

识别，再将每个孩子比对结果

中前 5 个最像的结果进行线下

DNA 确认，最终比中了7 个。

找寻孩子十年的向桂宏夫

妻，在接到警方通报时抱头痛

哭。因为10 年寻子的漫漫长路，

终于可以结束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

项技术，陈士渠对未来有了更多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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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张宝艳多了一个身

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对拐

卖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至十年以上至死

刑。”她在 2019 年全国两会上提出的

关于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量刑标

准的建议，获得 29万名网友的点赞，

相关视频点击量达到 3 亿 6 千万次。

除此之外，她还提出“关于修改拐卖

犯罪诉讼时效的建议”“解决被拐及走

失儿童无户籍情况”等两条与反拐有

关的建议。

7月5日，张宝艳在长沙某幼儿园

与“宝贝回家”、“儿慈会回家”志愿者

进行反拐演习，“第一轮拐走了一半的

孩子，第二轮全班只剩下一个女孩没

被拐走”。

这在张宝艳的意料之中。“很多人

还认为拐卖是个案，不会那么倒霉就

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但实际上，有的

时候拿个手机来诱惑孩子，孩子就会‘全

军覆没’。我们有一个北京的工作人员，

他自认为对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但在

做防拐演习的时候，他们家的孩子被

我们的志愿者给‘骗’走了三次。”

在张宝艳看来，国家、单位、学校、

企业和家庭都应该加强防拐教育，“大

家应该有意识地去关爱儿童，给儿童

创造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这是我们全

社会的责任”。让张宝艳感到欣慰的是，

国家相关部门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

为加大了打击力度，全社会也形成了打

拐反拐的合力，拐卖犯罪势头得到有效

遏制。加上信息科技的不断发展，越来

越多被拐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

作为 30 多万名志愿者的领头人，

张宝艳说，她最大的希望，就是“宝贝

回家”有一天能关门大吉，“那就代表

着‘天下无拐’了”。

打拐大V披露秘招：“AI”很强大，“团圆”很珍贵

“丢娃”不是个案，希望“天下无拐”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张秋盈 实习生 吴倩  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小兵

“快点，再快一点，孩子们的亲生父母已经等不及了！”作为我国公安打拐一线重要人物的陈士渠，曾任公安部打击拐卖妇
女儿童犯罪办公室主任 10 年，现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也是著名微博大 V。

7 月 3 日，在 2019 年度落实反拐行动计划县级妇儿工委主任培训班上，陈士渠告诉学员们，经过公安机关的不懈努力和相
关部门的综合治理，目前犯罪分子采取盗窃、抢夺、拐骗等方式拐卖儿童案件的发案率大幅减少，每年的发案从上世纪的几千起，
到现在的不超过两位数，即使有零星案件，也基本实现了快侦快破。

“如今亟待解决的是积案问题，有的孩子丢了二三十年，父母都六七十岁了，只盼着再见一面。”陈士渠希望各级妇儿工委
能够行动起来，帮助那些仍在承受骨肉分离之痛的人们；而同时，科技的力量、爱心的合力，也正加快着孩子回家的步伐。

在利用信息技术“打拐”上，

另一个由公安部主力打造的“团

圆系统”同样成效显著。

2019 年 6月2日，儿童节过

后，公安部公布了一则信息：由

公安部主持开发的“团圆”系统

上线满 3 年，系统共接到儿童

失踪案 3978 件，找回 3901个失

踪的孩子，找回率达到 98%。

陈士渠介绍，“团圆系统”

是公安部 2016 年成立的儿童失

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它的后端

是 5000 名左右来自全国具有权

限的打拐民警。孩子失踪、家长

报警、民警调查确认后，会在系

统后台发布孩子的照片，描述体

貌特征、在哪里失踪等信息。而

这些信息将会按照由近及远的

推送规则，在平台接入的 App 内

弹窗提示，用户一旦看到，就会

联合寻找。

“相当于‘天罗地网’，身边

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现犯罪分

子的踪迹。”陈士渠说，目前该

平台已经接入包括新浪微博、高

德地图、支付宝、UC 头条、UC

浏览器、手机淘宝、YunOS系统、

腾讯 QQ、一点资讯、今日头条、

百度地图、百度APP、360 手机

卫士、滴滴出行、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腾讯新

闻客户端、钱盾、宝宝知道、易

到、OFO、宝宝树、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影音客户端、饿了么、点我

达等 25 家新媒体和移动应用。

公众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据

“团圆”系统公布的数据，这套

系统投入使用后，失踪儿童平均

找回时间从此前的132 小时缩短

到 78 小时，压缩了近一半的时

间。3 天虽然不长，但对于孩子

和父母来说，却弥足珍贵。

“另一份数据，则更显示了

群众力量的伟大。”陈士渠介绍，

上线三年的“团圆”系统接近

4000 个儿童失踪案件中，93%

的案件是在群众提供的线索之下

找回孩子的，这个比例包含了亲

戚朋友的线索及网友的线索。

陈士渠说，反拐需要全社会

每一个人的参与，才能凝聚出

超强的威力，进而对人贩子形

成强大的震慑，“最终实现‘天

下无拐’”。

寻找被拐孩子，就是与死神赛跑

7月 3日，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时，谈起“打拐”，

陈士渠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

故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拐卖

妇女儿童犯罪的高发期。“一个

县的看守所里，都能关不少人贩

子。”陈士渠说，盗窃、抢夺、拐骗，

是当时人贩子的常用手段。“在

火车站上个厕所，一转身孩子就

不见了”——这是当时不少被拐

儿童父母的惨痛经历。

同时，人贩子的流窜性极强，

往往甲地拐、乙地转、丙地卖。

过去，人口失踪 24 小时方能立

案启动刑侦调查，再加上信息技

术限制，靠张贴寻人启事、民警

挨家挨户排查，很难再把孩子

找到。

针对以上情况，国家开始重

点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2007

年，公安部成立打击拐卖妇女儿

童犯罪办公室，陈士渠被任命为

主任。他曾在 2000 年被抽调参

加第四次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并

撰写论文《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的形势与对策》，提出了“基

层公安机关打拐经费困难”“安

置、遣返工作难度大”等问题及

相关对策。

彼时，打拐办编制只有5 个

人，再加上从各地抽调的 5 名干

警。陈士渠带着他们，哪儿有案

子往哪跑，十几年跑遍了全国各

省。2010 年 12 月，他开通微博

收集线索，头一年就有超过45

万人“@”他。

“除了求助，还有人跟我举报，

比如村里出现了来历不明的孩子

或妇女，他们可能是被拐的。”陈

士渠说，利用新媒体，他可以有

效解决拐卖犯罪的隐蔽性、流动

性问题，同时警示更多父母留心

犯罪分子的作案方式，并适当震

慑犯罪分子。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拐卖妇

女儿童现象有了根本好转，“那

么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决

积案、而且要快”！

让陈士渠这样迫切的原因，

是他见过太多被拐孩子的父母，

“年纪一大把了，就等着见孩子

一面”。但更多时候，这些父母

等来的是失望，有些人终其一生，

都未能再与孩子团圆。

“帮助被拐孩子的父母寻子，

就是与死神赛跑。”陈士渠感叹，

他经常向各地的公安干警们说，

“快一点，再快一点，孩子的亲

生父母等不及了”。

AI 跨年龄识别，帮孩子们找回“记忆”

团圆系统，科技与人心共聚“回家之力”

哪些公共场合
最容易丢失孩子

火车站
30.40%

市场
22.72%

学校
20.66%

医院
10.20%

汽车站
  9.11%

码头
2.20%

饭店
2.11%

火车上
1.89%

其他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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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分享打拐故事 

本报专访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

陈 士 渠 相
信，国家、
社会合力，
爱 与 科 技
并 行， 被
拐 孩 子 们
的 回 家 路
会 越 来 越
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