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河南网友感觉“不舒服”

2017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小品《取钱》中骗子打电话时说的
是河南话，引起网友热议。

这个由郭冬临、孙桂田、吴江等
人所表演的小品讲述的故事是：郭冬
临出门帮媳妇买丝袜，在银行门口
ATM机附近遇到孙桂田扮演的大
妈。大妈遇到电话诈骗，郭冬临识破
后为防大妈上当受骗，百般劝阻不要

打钱，而大妈偏偏把好心人当坏人。
两人互怼起来，爆笑台词、搞笑行为
接连上演。引起网友热议的，是大妈
电话响起后，电话那头的骗子操着一
口河南腔。

据报道，电话中骗子一口河南腔
引得河南网友鸣不平。网友表示，“全
程用的都是普通话，就骗子的声音不
一样，很让人不舒服。”

小品编剧魏新为此在微博发文道
歉：“作为这个小品的编剧，我向各位

网友道歉，小品中的骗子说河南话和
郭冬临老师无关，是我用家乡话配的
音，我是山东人，老家方言接近河南，
别的方言也不会说，所以引起了大家
的误会，实在不好意思，向大家道歉！”

“希望通过诉讼唤起注意”

提起诉讼的是陕西吉尔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华山，今年39岁，工作单
位在雁塔区。

7日上午10时许，张华山到雁塔
区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交这份起诉
书。法院工作人员认为其户籍地在碑
林区，未予受理。随后，张华山以邮政
特快专递形式将该起诉书寄往碑林
区法院立案庭。

这份起诉书所列的被告除了北
京电视台，其他三名被告分别为小品
编剧魏新和演员郭冬临、孙桂田。诉
讼请求有三个：请求判令被告在北京
卫视向所有河南人公开赔礼道歉连
续一周；请求判令被告向所有河南人
每人赔偿精神损害赔偿1元；被告承
担本案诉讼费。

张华山认为，小品《取钱》虽然是
文艺作品，内容虚构、人物虚构，但虚
构的骗子偏偏操河南口音，显然会误

导社会大众将河南人普遍视为骗子，
贬低河南人的整体形象，加剧社会已
经存在的地域歧视。

“之所以要提起诉讼，也是希望
通过这种形式来唤起公众对各种有
意、无意歧视的注意，让社会更加团
结、和谐。”张华山说。

电视台方面：尚不知情

记者注意到，编剧魏新在微博道
歉时，表示自己只会说接近河南话的
山东老家方言后，又有山东网友站了
出来说，“您觉得用自己家乡的方言
就合适吗？”

据了解，张华山已授权北京大成
（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韩朝泽来全
权代理此案，韩朝泽律师积极回应：
为支持张华山公益诉讼，打算象征性
收取律师代理费1元钱。

7日下午，记者联系北京电视台，
有关工作人员表示尚不知情，“等法
院立案了再说。”

对于起诉，西安市民薛先生认
为，这只是文艺作品而已，并不会被
人理解为“什么地方的人就有这样的
品性”，还有市民认为，律师或有炒作
之嫌。 （华商报）

日前，海南省儋州市纪委打响了中国
政府网站整改“第一枪”。

在中国政府网公布的《2016年第三次
全国政府网站抽查情况的通报》中，“儋州
市商务局”网和其他110个政府网站登上
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
室的黑名单。

不过，因为政府部门官网“首页面长
时间未更新”被纪委立案调查并受到处罚
的，海南省儋州市商务局局长董海峰堪称
全国第一人——记者检索发现，类似情况
尚无先例。

近日，儋州市纪委也将该案例作为
“不干事、不担事”典型案例通报，儋州市
委对董海峰予以立案审查。董海峰被处以
行政记过及党内警告处分。

两三月未更新“疏忽了”

栏目空白、首页面长时间未更新、站
点长期无法访问、整改不彻底……这些看
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国务院办公厅政府
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看来，却是“突出
问题”，是政府信息是否公开的大事，各有
关地区和部门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

8日，儋州市商务局目前负责通过网站
发布信息的李尚亮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以前
负责网站更新的符姓工作人员在事发后，已
被解聘，“我原来在办公室负责工资、社保等
业务，从去年12月月底，也就是网站被通报

后，调整为专门负责网站发布信息。”
那么，儋州市商务局首页面到底多久

没有更新，以致登上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
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的黑名单？

李尚亮说，“网站首页面约两三个月
未更新”，这是因为符姓工作人员还有其
他业务，更新网站只是其业务之一，“工作
太多，就疏忽了。局里的人也并未发现。”

李尚亮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目前，
儋州市商务局通过儋州市政务网和商务
预报网（全国性网站）发布信息。原网站已
向市政府申请关停，目前已经无法访问。

解聘工作人员 以示警戒

2月6日，《海南日报》发布一则消息
称，近日海南省儋州市纪委通报了五起不
干事、不担事典型案件，案件就包括“海南
省儋州市商务局局长、党组书记董海峰因
工作失职导致该局网站长期不更新被国
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报问题”。

不过，儋州市商务局数名工作人员对
成都商报记者表示，去年年底，接到通报
后，董海峰召开会议，要求整改。要求全体
工作人员做事要认真，避免发生类似问
题。并将该局办公室负责网站更新的符姓
工作人员解聘，以示警戒。

李尚亮已经接手新岗位一月有余，
“会及时更新相关信息，并回复市民投诉。
不能再重蹈覆辙。”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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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关于2016年第四次全国政
府网站抽查情况的通报》，“赤城县公安局”网、“阳高
县人民政府”网、“鹤壁市公安局”网等15个政府网站
存在突出问题，被要求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

其中，“阳高县人民政府”网因“站点长期无法访
问”登上榜单。

不过，当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山西阳高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方却称，并不经常访问该县
官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不能访问的，具体事务由其
他人员在负责。另一名工作人员称，目前已经知道相
关情况，“正在调查，正在维护，将尽快恢复访问。”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家庭
中，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相当
一部分，不孕不育成为很多人的心
病，代孕能否放开成为社会热议话
题。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毛
群安8日对此表示，我国将继续严厉
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严禁医疗
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
孕技术。

毛群安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例行
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际情况，代孕
是一个涉及法律、伦理、社会等方面
的复杂问题，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
和地区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

对参与代孕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经济
处罚和刑罚。

2001年，我国出台《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以任何形式买
卖配子、合子、胚胎，禁止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毛群安表示，近年来，国家卫生
计生部门结合群众举报、新闻媒体
暗访，与相关部门密切合作，查处了
一些涉嫌从事代孕违法违规活动的
案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严厉打击
代孕违法违规行为，保障群众获得
安全、规范、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服
务。 据新华社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8日
开庭审理发生在2016年6月的浦东
国际机场爆炸案。检察机关指控，被
告人周兴柏为报复社会，制作爆炸
物并在公共场所实施爆炸，危害公
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行为
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
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
以爆炸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指控，2016年5月，被
告人周兴柏因生活琐事产生报复
社会并自杀的念头。同年6月9日至
11日，周兴柏在其租赁的江苏省昆
山市陆家镇的房屋内，将事先购买
的烟花爆竹拆开，将拆下的火药、
泥土等灌入啤酒瓶，制成爆炸物3
件，欲前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实施
爆炸。

2016年6月12日上午，周兴柏携
带上述爆炸物从江苏省昆山市乘坐
公共汽车至上海虹桥机场，随后换
乘机场快线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伺机作案。14时30分许，周兴柏辗转
至浦东国际机场2号候机楼出发层

C岛附近，先后点燃3件自制爆炸物
丢向现场人群，其中2件发生爆炸。

作案后，周兴柏在案发现场持
刀割颈自杀未遂，被公安人员当场
抓获。经查，共有三名旅客在爆炸中
不同程度受伤，被送医院治疗，另有
一个国际航班被取消、二个国际航
班被延误，爆炸引发现场旅客恐慌。
经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
定中心鉴定，周兴柏无精神病，具有
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周兴柏
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本
案爆炸地点为上海浦东机场2号候
机楼，国内外旅客人流密集，在此实
施爆炸，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并造成了恶劣影响。

法庭审理中，周兴柏对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控辩双方围绕被告人
犯罪的动机、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
和量刑幅度等问题进行了辩论。

法庭充分听取了控辩双方的
意见，案件将在合议庭评议后另行
宣判。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2017年2月7日，外交
部长王毅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外
长毕晓普举行第四轮中澳外交与
战略对话后共同会见记者。澳大利
亚记者询问中美是否会在南海发
生军事冲突、中方有何信息希传递
给美方。

王毅应询表示，我只想给美国
朋友一个建议：重温一下二战历史。
从人类历史长河看，二战结束到现
在并不算太久远。作为二战的胜利
成果，《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将所窃取的中
国领土归还中国，这其中就包括南
沙群岛。1946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是
在美国方面的协助下公开依法收复
被日本侵占的南沙群岛，恢复行使
主权。后来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以非
法形式占据部分南沙岛礁，这才产
生所谓南海争议。对此，中方始终坚

持通过直接当事方对话协商，依据
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加以和平解决。
这一立场今后也不会改变。

王毅表示，在中国和东盟国家
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正趋于平稳，
中国和菲律宾也已建立南海问题双
边磋商机制。中国与东盟国家正在
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打
造中国和东盟各方都认同的地区规
则，管控南海局势，维护地区稳定。

王毅说，在南海问题已重回直
接当事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正确轨
道的情况下，域外国家应该做的是，
积极支持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
定的努力，而不是相反。从这一角度
讲，我们重视美国新任防长马蒂斯
近日强调应通过外交努力解决南海
争议的表态，这不仅是中国和东盟
国家的既定立场，也应是域外国家
的正确选择。 （外交部网站）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员，民政
部原党组书记、部长李立国和民政
部原党组成员、副部长窦玉沛严重
失职失责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李立国同志作为民政部
党组书记、部长，窦玉沛同志作为民
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管党治党不
力，严重失职失责，所辖单位发生系
统性腐败问题。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和李立国同志的违纪事实，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

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李立国
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由监察部
报请国务院批准给予其行政撤职处
分，降为副局级非领导职务；终止其
党的十八大代表资格。给予其留党
察看二年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
规定和窦玉沛同志的违纪事实，经
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
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窦玉沛同志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终止其党的十八
大代表资格；提前退休。 据新华社

记者8日晚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了解到，关于近日
网传“广西官员请吃穿山甲”一事，
经自治区纪委核查，1 名公职人员
参加此次私人宴请活动，相关执法
部门正调查处理该宴请活动是否食
用国家保护动物。

自治区纪委核查：2015年7月8
日至10日，广西举办了“投资广西，走
向东盟——2015年香港企业广西行”
活动。活动结束后，该考察团个别成员

自行留在南宁，并参加了私人组织的
宴请活动，活动地点在某私营企业内
部饭堂。经查，宴请活动相关费用由私
人支付，参加宴请的公职人员只有自
治区高校工委统战部原部长李宁一
人，自治区投资促进局无人参加。

据悉，李宁已于2016 年5 月因
涉嫌受贿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
关于该宴请是否食用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穿山甲的问题，相关执法部门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新华社

官网长期未更新
局长被立案调查
海南儋州市商务局官网被国办通报
涉事官员受处分 堪称全国首例

警告！

海南省办公厅信息公开处处长王正
杰对记者透露，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1月份
通报后，海南省办公厅把通报呈给海南省
省长刘赐贵，省长批示要严肃处理。此外，
海南省政府秘书长陆志远也批示，要求实
施责任追究制度，争取海南省的政府网站
不再被国办通报。此后，我们把批示转给
了儋州市。儋州市委、市政府看到省长和
秘书长的批示后，对此事非常重视，作出
了相应处理。

海南省办公厅信息公开处处长王正
杰表示，儋州市委、市政府对于董海峰的
处分在党纪和法规上都是有据可依的。

王正杰表示，近年来，海南省开展治理
慵懒散奢贪的专项活动，儋州市商务局官网
长期未更新的事情属于“不作为”，加上被国

务院办公厅通报，所以儋州市方面根据《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对其行政记过处分。

王正杰还表示，同时根据党内有关条
例，儋州市委对董海峰不履行本职工作义
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因此，儋州市委、市
政府对于董海峰的处分在党纪和法规上
都是有据可依的。

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处理是“牛刀杀鸡”，
对此王正杰表示，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
人，就要履行各方面的责任，而信息公开就
是其工作中一个重要方面，有这种看法的人
是对我国信息公开条例认识还不足。

学者表示，希望这个案例能够开启我
国信息公开问责制的先河，通过各种措施
使各级政府履行信息公开的职责。

（新京报）

国办怎么看？
栏目空白、首页面长时间未更新、站点长

期无法访问、整改不彻底……在国务院办公
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看来，这是政
府信息是否公开的大事，各有关地区和部门
要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改。

纪委怎么看？
近日，儋州市纪委也将该案例作为“不干

事、不担事”典型案例通报，儋州市委对商务
局局长董海峰予以立案审查。董海峰被处以
行政记过及党内警告处分。

大事

“站点长期无法访问”
竟不知已有多久

政府网站
两年压减近4万家

同步
播报

数字
观察

7日，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了2016年第四次全国各
级政府网站抽查情况：去年，全国累计关停上移无力
维护的政府网站20120个，减幅达30%。合格率从第一
季度的81.5%提升到第四季度的91%；从数量上来
看，通过两年的努力，压减了近4万家政府网站，据了
解，其中40%以上为基层政府网站。

焦点
问答

牛刀杀鸡？
““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一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就要履行各就要履行各

方面的责任方面的责任””

儋州市商务局的原网站已经永久关停，相关内容迁移到省政府门户网站的政府信
息公开专栏中。 图据新京报

小品中骗子说河南话 郭冬临等人遭起诉
西安律师起诉地域歧视 要求北京台和小品编剧及演员向所有河南人每人赔1元

小品《取钱》中骗子说的是河南话，2月7日，西安河南籍律
师以“地域歧视”、“侵犯河南人名誉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国家卫计委：
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违法违规行为

爆竹火药灌进啤酒瓶
上海开审机场爆炸案

广西纪委：
仅1名公职人员参加宴请
且已因涉嫌受贿罪被捕

王毅就南海问题建议美方：
重温一下二战历史

民政部原部长李立国
留党察看 降副局级

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小品《取钱》有可能引发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