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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统：

在微博上对话是个好主意

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昨日上午

做客新浪微博， 通过视频及微博平台与

广大网友互动， 结合自己对此次中国行

的体验， 佩雷斯表达了他对于通过社交

媒体与网民进行交流互动的极大兴趣，

他认为社交媒体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

半小时的在线交流时间里， 有超过1200

万名网友观看了此次视频直播。

佩雷斯建议中国领导人也开通微博

账号。他认为大家都是好朋友，能够在这

样一个平台当中公开单纯地进行对话，

是很不错的主意。

4月8日， 佩雷斯开始了其正式访问

中国的行程，而在抵达中国前5日，佩雷

斯就开通了微博， 并于4月6日通过微博

向中国网友发布了问候。

截至昨日， 佩雷斯的微博粉丝已近

14万， 佩雷斯对中以高层会晤和宴请等

进行了现场直播，获得了超过2万条评论

和5万条转发，中国网友也借此机会表达

了对中以合作的美好祝愿和对各种政策

的建议意见。

佩雷斯并不是通过微博与中国民众

交流的外国政要第一人， 访华前开设微

博，已然成为很多外国领导人的“必选

动作”。数据显示，已经有近200位各国

政要、政府和外交界人士、国际组织负责

人开通微博。 联合国、 国际奥委会等近

300个国际组织和各国外交机构也开通

了官方微博。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河南省警务机制改革2010年11月6

日开始实施， 当时郑州市10个公安分局

全部撤销，114个派出所被整合成29个

“大派出所”。

改革力度空前， 用意是警力向基层

下沉。但记者发现，4年后的今天，当初的

“大派出所”在“派出所”的牌子边上，

又挂上了“公安分局” 的牌子。 现在，

“分局”的数量是以前的近三倍，各“公

安分局”领导，也从改革前的不足百人，

升至近200人。

4年前 114个派出所只剩29个

2010年年初， 河南省公安厅决定在

新乡、商丘、济源、郑州4个省辖市进行警

务机制改革试点， 同年11月15日之前全

省撤销公安分局。

当时的媒体报道称，这一改革，仅郑

州的基层一线警力占市区总警力的比例

就由改革前的23%提升到56%。

郑州的10个公安分局撤销后，114个

派出所合并为29个“大派出所”，近千警

力被调整到一线。 新组建的大派出所下

辖四队一室，分别是案件侦办大队、治安

管理服务大队、交管巡防大队、警务综合

大队和执法执纪办公室。

除交巡警 其他部门都成

“

机关

”

郑州市公安局的李警官拿他所在的

派出所举例，他说，派出所以前是基层单

位，因为随时有可能接到报警，值班人员

一刻都不敢离开；2010年合并成 “大派

出所”以后，出警的任务交给交巡警大

队处理，有报警他们去，其他民警回家、

去干别的都可以。

如果群众的报警案件需要其他大队

受理，交巡警再去联系各大队，随后将报

案人带到各大队。

“改了之后，真正在一线的就是交

巡警大队，其他的部门都成了‘机关’。

可是交巡警大队对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

没有处置权，这样的话，就耽误了报警人

的时间。”

当时进行改革的初衷是把交警、巡

特警、刑警、治安警四警合一、一警多能。

但李警官说， 一警多能的想法不切合实

际，各大队分散办公，警力不集中，而且

处理的事件多元化， 不可能做到一警多

能。

据法制晚报

记者从海南省有关部门获悉， 昨日上午

约11时， 海南省文昌市发生学生春游翻车致

人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据事故现场传回的

消息，经初步查实，已有8名小学生死亡、4人

重伤，32人收治入院。有关部门已向死者家庭

先行垫付每位10万元的抚恤慰问金。

经初步了解，发生事故的学校为澄迈欣

才学校，2006年被批办为民办学校。4月10

日，该校未上报任何主管部门，擅自租用14

辆大巴车组织586名学生到文昌春游。 上午

11时许，其中一辆大巴车行经文昌市东阁镇

宝芳路段时发生侧翻。

肇事车辆为琼A20161， 肇事司机赵某受

轻伤，已被文昌警方控制。侧翻事故原因初步

查明，事故发生时，车队行驶道路不是能正常

使用的道路，为正在施工的道路，同时雨天路

滑，司机操作不当。

海南省安监局应急救援处处长孙志毅表

示，事故车辆没有超载，荷载47人，实载47人。

澄迈县副县长王胜介绍说， 学生就读学校组

织的春游活动未在教育局备案、报批，将进一

步追求事故相关责任人责任。目前，该校校长

已被警方控制。

事故发生后， 海南保监局立即启动应急

响应机制， 要求各保险公司迅速排查事故车

辆及相关学校、学生投保情况，并做好配合施

救和相关预赔工作。

经过全省各保险公司理赔部门逐一核

实，国寿财险海南分公司承保了事故学生“学

生平安保险”，其中死亡伤残赔付每人2万元，

医疗为每人1.5万元。

目前，16名轻伤人员已出院。

据新华网 人民网

互联网现高危漏洞

小心你的账户和密码

4月8日，在微软XP操作系统正式停

服同一天， 互联网筑墙被划出一道致命

的裂口———常用于电商、 支付类接口等

安全性极高网站的网络安全协议

OpenSSL被曝存在高危漏洞， 众多使用

https的网站均可能受到影响。

一些人对漏洞严重性还在盲目乐观

时，业界知名“白帽子”、北京知道创宇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余弦指

出，此漏洞一旦被恶意利用，用户登录这

些电商、支付类接口的账户、密码等关键

信息都将面临泄露风险。

在余弦的电脑屏幕上， 网络安全

分析系统扫描显示，在中国境内的160

余万台服务器中，有33303台受到这一

漏洞影响。苏宁、盛大、网易、搜狗、唯

品会、比特币中国、微信、豌豆荚……

一个个网民常用的甚至依赖的网站纷

纷“躺枪”。

截至9日晚， 监测分析发现， 国内

12306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

支付宝、淘宝网、360应用、陌陌、雅虎、

QQ邮箱、微信网页版、比特币中国、雅

虎、知乎等网站的漏洞已经修复完毕。但

还有一些网站没有完成修复。

网络安全领域资深人士透露， 由于

OpenSSL漏洞的出现，8日、9日的地下交

易市场中， 各种兜售非法数据的交易显

得异常火爆， 比如一份某省工程类人员

的信息数据， 该信息清晰显示出大量人

员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

据新华社

翻车惨剧！

8孩子再也不能去春游了

事发海南文昌，已致8人死亡36人受伤，初步调查系雨天路滑司机操作不当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大巴侧翻现场

学生物品遍地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

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郑州公安分局

撤销4年后恢复

领导升至近200人

救援人员在事故现场展开救援事故现场

备受关注的网络红人秦志晖（网名“秦

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今天上午9时在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这是去年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

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行动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来，第一起依法公开审理的典

型案件。

公诉机关：

散布虚假信息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秦志晖，1983年12月出生， 湖南衡阳人，

高中文化。其于2010年7月就职于中国尔玛互

动营销公司，负责文案工作。在该公司工作期

间， 秦志晖熟悉了相关的互联网炒作手法。

2011年8月， 秦志晖从该公司离职， 先后于

2012年12月、2013年5月到北京口碑互动营销

策划有限公司、 北京华迅天下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工作。 被捕前秦志晖任北京华迅天下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社区部副总监。

2013年8月19日秦志晖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

被依法刑事拘留，同年9月18日被批捕。

据公诉机关指控， 秦志晖于2012年12月

至2013年8月间，使用“淮上秦火火”等新浪

微博账户捏造损害杨澜等人名誉的事实，在

信息网络上散布， 引发大量网民转发和负面

评论。2011年8月20日，为了自我炒作、引起网

络舆论关注、提升个人知名度，秦志晖使用名

为“中国秦火火＿f92”的新浪微博账户编造、

散布虚假信息攻击原铁道部， 引发大量网民

转发和负面评论。

公诉机关认为， 秦志晖捏造损害他人名

誉的事实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编造虚假信息在信

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

混乱，其行为分别触犯了刑法第246条、第293

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应当以诽谤罪、

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他曾公开宣称：

网络炒作

必须要“忽悠”网民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

力，非法牟取利益，秦志晖先后策划、制造了

一系列网络热点事件，吸引粉丝，使自己迅

速成为网络名人，如“7·23”动车事故发生

后，故意编造、散布中国政府花2亿元天价赔

偿外籍旅客的谣言，2个小时就被转发1.2万

次，挑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捏造全国

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并将著名军

事专家、资深媒体记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

通群众作为攻击对象， 无中生有编造故事，

恶意造谣抹黑中伤。 秦志晖等人公开宣称：

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使他们觉得

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反社会、

反体制，才能宣泄对现实不满情绪。必须要

煽动网民情绪与情感，才能把那些人一辈子

赢得的荣誉、一辈子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摧

毁。 他们公开叫嚣：“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

是止于下一个谣言”。 他们不惜一次次突破

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制造传播各种谣言，扰

乱网络秩序，有网民称其为“水军首领”，并

送其名字“谣翻中国”。

遏制传谣势头

维护网络公共秩序

保护群众合法权益

为了遏制互联网上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

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势头， 维护网络公共秩

序，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公安部于2013年8月

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击网络有组织

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依法查

处了一批有组织造谣传谣等违法犯罪案件，

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保护了公民合法权益。

如， 北京警方先后查处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蓄意造谣传谣案、“环保专家”董

良杰编造虚假信息案、 北京口碑互动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等6个公关公司利用网络非法经

营案；江苏警方查处“网络爆料人”周禄宝涉

嫌敲诈勒索案和“今日焦点网”等11家自建

网站涉嫌敲诈勒索案； 上海警方查处傅学胜

制造传播“中石化‘非洲牛郎门’”等谣言

案；云南警方查处“网络名人”董如彬（网名

“边民”）涉嫌虚报注册资本、非法经营、寻衅

滋事案；湖南警方查处“全媒体记者”格祺伟

涉嫌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案等。

2013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正式公

布实施，明确规定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认定

及处罚问题， 为司法机关准确而有力地打击

此类犯罪提供了较为明确的司法解释依据。

“秦火火”诽谤、寻衅滋事一案是公安机

关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出台司法解释以来， 第一个依法公开审理的

典型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届时，朝阳法

院官方微博＠北京朝阳法院将对庭审进行微

博直播。

据新华社

“秦火火”案今日开审

备受关注的网络红人秦志晖诽谤、寻衅滋事一案，今天上午9时在北京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是公安机关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和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以来，第一个依法公开审理的典型案件。

“秦火火” 据央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