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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新闻局11日就日方炒
作中国海军舰艇进入钓鱼岛毗连
区问题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日本防卫省11日
发布消息称，中国海军舰艇于当
日进入钓鱼岛领海外的毗连区水
域，请国防部予以证实并介绍相
关情况。

国防部新闻局表示，1月11日
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两艘舰艇进
入中国钓鱼岛赤尾屿东北侧毗连
区。担负警戒任务的中国海军“益
阳”号导弹护卫舰当即行动，进入

上述区域进行全程跟踪监控。目
前，日方舰艇已离开上述毗连区。

需要强调的是，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中方舰艇在有关海域的活动
完全正当合法。日方在对此心知肚
明的情况下恶人先告状，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大肆炒作中国军队
正当合法的维权行动，我们对此表
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军队将一如既往采取一
切必要手段，坚定捍卫国家领土
主权和安全利益。 据新华社

近日，万豪酒店集团在发给其中
国会员的活动邮件中，把西藏和港澳
台地区都列为了“国家”。国家旅游局
对此事高度重视，立即责成上海市旅
游局尽快查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做
出处理。

10日
约谈万豪 立案调查
初步调查，涉嫌违反网络安全
法和广告法相关规定

近日，有微博网友曝光万豪相关
方在给中国会员发布的活动邮件中，
将西藏列入“国家”一栏。

1月10日上午，万豪礼赏新浪微
博账号回应时发布了万豪国际集团
媒体声明：“对于万豪礼赏会员调查
问卷的错误，我们深表歉意。在发现
错误后，所有问卷调查已经被立即
终止。我们已采取措施确保类似错

误不再发生。万豪国际集团在此重
申我们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一贯立场。”

关于万豪中文网页将港澳台及
西藏列为“国家”的事件，上海市黄浦
区网信办和市场监管局10日晚间通
报表示，已约谈相关负责人，并立案
调查。

通报称，已于9日和10日先后约
谈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及
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要求
万豪国际酒店立刻撤下所涉内容，同
时对网站和APP上发布的所有信息
进行全面检查，杜绝出现类似内容；
要求万豪国际酒店及时回应公众关
切，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改正声明，尽
最大努力消除不良影响。

经初步调查，万豪国际酒店的行
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
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
关规定，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其予
以立案调查。

11日
给谁点赞？万豪再道歉
“万豪礼赏”给某“藏独”账号的
一篇帖文点了赞

然而，另据媒体报道，“万豪礼
赏”推特账号这期间又给某“藏独”账
号的一篇帖文点了赞。这篇帖文的内
容是“感谢”万豪礼赏在用户调查中
把西藏列为“国家”。目前，尚不知这
是万豪该账号编辑的个人行为还是
集团行为。

对于这种行为，网友们坐不住
了，纷纷表示谴责。

对此，万豪礼赏11日下午在新浪
微博上回应称：“万豪国际集团尊重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绝不支
持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任何分裂组织。我们对任何可能引起
对以上立场误解的行为深刻道歉。”

按照刘银川的计划，2017年
12月20日他会和家人朋友联系，
结束他从西藏那曲市双湖县出
发，途经羌塘、可可西里和阿尔金
三大无人区的徒步之旅。

他曾发朋友圈说如果12月20
日还未出来，请大家再耐心等10天。

最终，家人在2018年1月1日
报了警。随后双湖县公安局开始
组织搜救。目前刘银川已经失联
大约80天，由双湖县公安局、双湖
县林业局和民间搜救队组成的第
二次搜救行动正在展开。

但是，1月10日传回的最新消
息称，仍然没有找到关于刘银川的
任何线索。前方救援队员郑义推
测，刘银川还有10%的生还概率。

双湖县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们这边先不
管他是不是非法穿越无人区，找到
失踪的人员才是现在最关键的，哪
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
尽最大能力去寻找，其他的责任，等
找到人再由林业公安去处理。”

逃避检查站进入羌塘？

羌塘、可可西里、阿尔金和罗
布泊并称中国四大无人区，是国
内徒步最危险和艰难的路线之
一，被称为“生命禁区”。

2017年10月19日，刘银川出
发前曾在朋友圈发布了自己此次
徒步的路线图。按计划，他将在10
月23日从那曲市双湖县出发，途
经羌塘、可可西里和阿尔金三大
无人区，最后在青海的花土沟镇
结束本次徒步之旅。

他预计此次徒步将会历时60
天左右，在朋友圈中他写道：“此
次穿越12月20之前如果还未出
来，请大家再耐心等待10天，2018
年1月1日也未出来，请不要再来
寻找，请记得我有唯一的信念，坚
持的活着！”

据公开媒体报道，当10月23日
刘银川到达双湖县时，他发现徒步
者不能办理许可证，于是选择用逃
避检查站的方式进入了羌塘。刘银
川的女朋友小曾告诉红星新闻记
者，她和刘银川最后一次通话是在
10月25日，当时刘银川说那边天气
非常寒冷，但让女友不要担心他，
并保证“一定会平安回来”。

“他最大错误是冬季出发”

媒体报道，参与此次救援的资
深驴友郑义在破解刘银川的行进
路线后，他推测：刘银川应该是在

徒步的第八天遭遇了暴风雪，当时
刘已经行进了300公里左右。郑义
表示，最担心的是刘银川无法抵御
低温，希望他能找到一个背风处躲
雪，才有机会等到救援。

郑义说羌塘无人区目前气温
已经低于零下50度，手机在低温条
件下也可能无法开机，一旦刘银川
偏离路线，搜救将变得很麻烦。他
推测刘银川还有10%生还概率。

和刘银川经常一起徒步的户
外爱好者紫星说，他和刘银川从
2015年开始，一起走过“神农架”、

“318”、“鳌太线”等国内多条徒步
路线。这次穿越无人区，他因为时
间不合适，没有参加。

紫星介绍，羌塘、可可西里和
阿尔金三大无人区对徒步者的要
求很苛刻，伴随着高海拔、低气温、
多变的气候以及偶尔的野兽出没，
国内目前几乎没有真正徒步穿越
出来的。“除自驾外，骑行或推车因
为可以带更多物资，所以穿越成功
的可能性大一些。”紫星说，刘银川
带的30公斤食物，省吃俭用最多能
坚持2个月，睡袋和衣服也最多能
抵御零下30多度的低温。

紫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刘银
川最大的错误就是选择冬季出发，
当初听说他要走这条线时紫星曾
试图劝阻，但看见他做了详细的路
线规划后，紫星相信他有这个实力
走出来。刘银川进入无人区后，紫
星每天都关注那边的天气。最后刘
银川迟迟没走出来，加上天气突
变，紫星叫家人立刻报警。

“再也不愿意他去冒险徒步”

刘银川的妈妈得知儿子失联
后伤心不已，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觉。她说，如果这次儿子回来，再
也不愿意他去冒险徒步了。

刘妈妈说，儿子从小就听话、
孝顺，从不打架不惹麻烦，就是喜欢
爬高上梯，有点淘气，他参加徒步有
六七年了，工作挣了钱就去徒步，一
年有差不多半年都在外面徒步。

“顺利到达双湖县……这可
能是最后一次朋友圈了，如果成
功，我们两个月后见！加油！旅
人！”2017年10月23日，刘银川在
双湖县发布了最后一条说说，在
一条“安全第一”的评论下，他回
复道：“一定一定”。

刘佳现在经常登录哥哥的
QQ和微信，每次看到这条说说，
他都坚信哥哥还活着。

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实习生 肖薇薇

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万豪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列为“国家”事件
上海网信办约谈万豪：

万豪中文网站、APP关闭一周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

肃指出，万豪方面在中文版会员
邮件和APP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
西藏列为“国家”的行为，严重违
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伤害中国
人民感情。

万豪有关负责人表示，已深刻
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即落实
各项整改要求，以诚恳的态度回应
社会舆论和网民关切。

国家旅游局昨日重申，旅游
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和
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排查，严
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
出现类似事件。

扒高铁车门被停职
到底冤不冤？

“高铁扒门”女老师被停职、罚款两千 法律专家详解相关依据

穿越无人区
徒步爱好者失联80天
曾发朋友圈：若元旦未出来，不要再来寻找 第二次搜救行动正在展开

更新更详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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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炒作中国军舰进入钓鱼岛毗连区
国防部：恶人先告状

上海市网信办：
责令开展全面自查整改
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

1月11日，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
人针对“万豪会员邮件事件”紧急约谈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和万豪酒
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责令其官方
中文网站、中文版APP自行关闭一周。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指
出，万豪国际集团在中文版会员邮件
和APP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

“国家”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上海市网信办责令万豪国际集团
从11日18时起对其官方中文网站、中
文版APP自行关闭一周，开展全面自
查整改，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及时
向社会公布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置
情况。上海市网信办将视整改情况再
作进一步处理。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表
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
即落实各项整改要求，以诚恳的态度
回应社会舆论和网民关切。

国家旅游局昨日下午在官方网站
重申，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的核心要
素，旅游住宿业形象关系着我国旅游
业的整体形象。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
对企业网站和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
排查，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
绝出现上述类似事件。各级旅游主管
部门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日常监管，
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对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国家旅游局网站、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微信公众号

以等丈夫为由
阻拦高铁发车

10日，合肥铁路公安通过官方微
博通报旅客罗某以等丈夫为由阻拦高
铁列车发车一事的最新情况：罗某的
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断铁路运
输”，公安机关责令其认错改正，并处
以2000元罚款。

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也责令相关
学校做出处理，将罗某停职。

新闻回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月10日下午在金边和平大厦出
席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二次领
导人会议并发表讲话。

李克强在讲话中提到，中国
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周边环境，也
是周边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和稳定器。过去一年，中国经济
延续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整
体形势好于预期。全年国内生产
总值预计增长6.9%左右；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创多年来的最
低；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
的局面；财政收入、居民收入和
企业效益明显好转；债市、股市、
房市平稳运行，外汇储备持续增

加，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中国
经济之所以能有这样良好的表
现，关键就在于我们坚持不搞

“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创新和
完善宏观调控，大力培育发展新
动能。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
新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
构、产业结构加快升级，城乡、区
域协调发展，全面开放新格局加
快构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增
长、投资、合作机遇。“近水楼台
先得月”。中国的发展必将最早、
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特别是湄公
河国家。 据新华社

李克强：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6.9%左右

罗某以等丈夫为由阻拦高铁列车发车

万豪相关方数日内曾几次就此事发表“道歉”声明，但其行为已引发众
怒，网友们纷纷表示谴责 图据中国青年报公众号

已经失踪约80天的刘银川 资料图片

扒高铁车门而被停职，从法律的
视角来看，到底冤不冤？2000元处罚
是否过轻？站方过了检票时间依然让
乘客进月台，对此事是否也有责任？

为此，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行政
法领域的专家。

焦点1
停职检查是否适当？

成都商报记者：有人认为罗老师
教学没过错，停职处理是“不相关”
的处罚。停职检查，是否适当？

王成栋（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教授）：大家的认识可能存在误区。停
职检查并非行政处罚，也不是法律上
的制裁行为，而只是内部的调查措
施。降级、撤职等才是行政处罚。另
外，停职检查也可以看成是事发后教
育局采取的应急措施，由于罗老师的
行为对他本人、学校、当地确实产生
了负面影响，教育局采取应急措施，
让其在系统内部认识到行为的违法
性，做法并无不当。目前停职检查不
是最终结果，教育局后续应该还会对
其做出制裁行为。因为停职检查不是
对她的违法行为的最终评价，而是对
她进行最终评价之前的调查程序。

焦点2
程序上是否合法？

成都商报记者：在公安机关的最
终处理意见出来之前，教育局令罗老
师停职检查，程序上是否合法？

王素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此事存在两个行政
法律关系，第一个是违反了治安管理
处罚法和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第二是
违反了教育部门的内部管理，教育局
对罗老师做出停职检查决定属于内
部管理的手段。这两个行政法律关系
是相对独立的，教育部门不用等公安
机关给出最终处理意见之后再做处
理，也不一定要参考公安机关的行政
处罚，但停职必须要以内部的规章制
度为依据，比如“教师不能做出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之类的。

成都商报记者：如果罗老师不服教
育局停职检查的决定，她可以怎么做？

王素珍：对于内部的行政法律关
系，救济渠道非常狭窄。在做出停职
检查的处理之前理应有一个听取罗
老师意见的程序。罗老师如果不服该
决定，可以向上级部门申诉，但是不
能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因为
这不是行政处罚，而且在司法实践中
内部人事管理行为不可诉。

焦点3
被罚2000元是否过轻？

成都商报记者：罗老师因扒车门
导致高铁晚点被罚款2000元依据是
什么，理论上她本来还有可能要承担
哪些法律后果？

王成栋：对此事的处理，法律上应
当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和责任法定原
则。罗老师的做法违反了多部法规的
多项规定。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禁止实施危害铁
路安全的行为中包括“非法拦截列车、
阻断铁路运输”及“扰乱铁路运输指挥
调度机构以及车站、列车的正常秩
序。”对于危害铁路运输安全的行为，
将由公安机关对个人处警告，可以并
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罗老
师的行为构成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
为，如果公安部门最终认定其情节较
重，理论上有可能面临5到10天的拘
留。此外视频中可以看到，有执法人员
在阻止罗老师的行为，但她却予以抵
抗，而且还用脚踹门，可能构成阻碍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
为，这在治安管理处罚法里也规定了
法律后果，情节较重的可处行政拘留。

成都商报记者：能否根据法律上
的“一事不再罚”原则认为不能对罗
老师同时适用《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王成栋：可以同时适用，两者并
不存在冲突。一般认为，对同个行为
不能进行依据同样的法律规范进行
两次处罚，但如果违法行为可以同时

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完全可以根据
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多重处罚。《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中没有规定行政拘
留的处罚，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了，因此罗老师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既
受到行政拘留，又受到多重的罚款。

焦点4
她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罗老师扒车门拦火
车的做法是否如许多网友所言已经违反
了刑法之规定，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

王成栋：没达到犯罪的程度。罗
老师的违法行为是可控的，而且被制
止了，没有导致严重后果，根据罪刑
法定原则，其行为没有达到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构成要件。

王素珍：罗女士的做法谈不上
“用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因为造
成高铁进一步晚点，并不必然会对不
特定的对象的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刑
法有谦抑性，只有严重的违法行为才
能上升到刑法层面。

焦点5
站方是否也有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站方是否也应该
为此事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王成栋：车站工作人员工作不严
谨，肯定需要加强管理，但是不能认
为站方对此事负有法律上的责任。事
情的发生与站方未能严格执行检票
制度有一定关系，按规定过了检票时
间理应任何人不能通过，但车站却未
严格执行检票制度，不过，这不代表
罗老师就一定要扒车门拦车，因此站
方工作上的不到位与高铁晚点不存
在法律上的必然的因果关系。

王素珍：应该看情况，如果车站工
作人员并不知道三人是一家人，这么
做非但没问题，反倒体现了人文关怀，
在没有侵犯他人利益的同时最大限度
地保护了母女的利益。如果车站明知
三人是一家人，故意放母女二人进去
而拦住丈夫，那么就有问题，但是这种
可能性很低。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