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戈萍 余小红 美编 黄敏 叶燕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综合04
2019年9月16日
星期一

走出地铁春熙路站C口，一眼就
看到网安周活动游园区。签到兑奖区
是游戏的起点和终点，游客在这里可
以得到一张熊猫明信片。“亲爱的
XXX……我不在你身边的日子，不
要被诈骗短信、不良链接、钓鱼WIFI
骗了哦……”有了这张明信片，不仅
可以现场贴上邮票，放进旁边的熊猫
邮筒里寄走，还可以在各活动区域集
齐印章后兑奖，奖品十分丰厚，包括
华为P30、电竞耳机、商务背包、熊猫
包包、定制可乐、熊猫卡套等。

首先来到的是“网婆婆的天府茶
馆”。草坪之上，市民、游客们坐在竹
椅上稍事休息，小孩子们则在蒲团上
爬来爬去，就像一个老成都特色的茶
馆。不同的是，大屏幕上播放着网络
安全微课视频，大家也都拿着关于网
络安全的资料在细细阅读。

空气中飘来的咖啡香味，又把
人带到茶馆背后的互联网咖啡小
站。现场扫码答题，测试网络安全知
识水平，通关后即可获赠一杯咖啡，
游戏内还可以抽取购物抵扣券。多
玩几次，通关概率更高，但咖啡每天
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哦！

喝完咖啡，还能再来一罐无糖
可乐。“对于青少年而言，日常上网
过 程 中 ，以 下 哪 类 行 为 风 险 较
小”……如果你有足够的网络安全

意识，答对全部3题就能得一罐可
乐；完成全部互动体验项目，还能在
可乐罐上刻字，成为你的专属品。

在互动体验中，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尝试了一下“黑客改号”，
亲眼看到拨打某个电话，对方手机
屏幕来电显示为“110”。所以当你无
故接到“110”打来的电话，应该提高
警惕，多方核实，切勿轻信对方发来
的“假冒通缉令”等。

除了手机，智能摄像头、投影
仪、语音助手等智能家居都可能成
为黑客利用的工具，把它们变成监
视器、监听器。工作人员在演示后提
醒，智能家居使用的网络一定要设
置密码，或隐藏网络；设备要从正规
途径购买品牌厂家的产品，并及时
更新官方版本，打补丁防漏洞。

在游园区域，除了动脑，还能动
手。“孔明的推理角度”门球互动+网
络安全科普微展览给参与者提供仿
门球小型体育运动，在门球门洞上还
能纵览国际网络安全经典事件、学习
网络科普知识。学习了这么多网络安
全知识，最后去游园正中的熊猫电话
亭坐一坐吧！免费打印手机照片，现
场录制一段祝福，生成有声明信片，
将网络空间安全的祝福传递给远方
的亲人和朋友。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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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通关，茶馆看片
来一场网安科普盛宴

问：请介绍一下制定修订
这3部党内法规的背景和意义。

答：为进一步提高党内法规制
定质量和执行力度，党中央对2012年
印发的《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予以
修订，同时制定《执规责任制规定》。
这3部党内法规出台后，连同近年来
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
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办
公厅关于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清理工作的意见》、《中国共产党
党内法规解释工作规定》等法规文
件，就对党内法规工作进行了全链
条的制度规范，必将有力推进新时
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问：这次《条例》修订有什
么特点？重点修订了哪些内容？

答：这次修订基本维持《条例》
原框架，由7章36条调整为7章43
条，重点从4个方面作了完善。一是
充实总体要求。新增了指导思想条
文，强调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要坚决
贯彻“两个维护”的要求。完善了党
内法规的定义，更加全面准确地阐
明了党内法规的属性、特征和功
能。明确了党内法规的制定事项，
对“适合由”、“只能由”党内法规作
出规定的事项分别作出界定。丰富
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的原则，将

《条例》实施以来一些重要经验和
认识成果提炼为制度规定。二是明
确制定权限。在原《条例》基础上，
对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以及党中央工作机关、省级党
委等制定主体各自的制定权限作

了进一步明确，同时规定，经党中
央批准，有关中央国家机关部门党
委可以就特定事项制定党内法规。
回应实践要求和各方面关切，对授
权制定、联合制定、制定配套规定
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补齐制度短
板。三是完善制定程序。重点围绕
提升党内法规制定质量、完善党内
法规审议把关机制、提高党内法规
透明度和知晓率等，对前置审核、
审议、发布、试行等方面的规定作
了完善。四是健全保障机制。完善
了党内法规的效力位阶、冲突处
理、解释、修改等规定，对抓好党内
法规实施、清理以及编纂汇编等作
出规定，强化了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的保障措施，也为制定相关配套法
规留下接口、提供依据。

问：这次修订的《备案审查
规定》在“有件必备、有备必审、
有错必纠”方面作了哪些规定？

答：修订后，《备案审查规定》由
18条调整为7章28条，进一步贯彻和
体现了“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
必纠”的要求。一是强化报备主体的
意识和责任。报备主体横向上涵盖
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委（决策）议
事协调机构、党的工作机关、党委直
属事业单位、党组（党委），纵向上延
伸至省、市、县3级地方党委。此外，
对党的基层组织、中央有关部委系
统内报备作了相应规定。二是完善
备案审查的标准和程序。突出审查
重点，将政治标准作为备案审查的
首要标准，充分彰显备案审查在推
动落实“两个维护”中的重要作用。

注重全方位审查，细化合法合规性、
合理性、规范性等审查标准，为全面
审查、综合把关提供标尺。三是优化
审查处理的方式和手段。根据报备
的法规文件有没有问题以及问题的
轻重，分别采用直接通过、提出建
议、告知、书面提醒、要求纠正等处
理方式，既坚持有错必纠，又做到纠
错恰当。

问：请结合《执规责任制规
定》，谈谈如何落实党内法规执
行责任制？

答：《执规责任制规定》共19条，
逐一明确规定党委、党组、党的工作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党的纪律检查
机关等各级各类党组织和党员领导
干部的执规责任，围绕部署推动执
规工作、执规能力建设、实施评估等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并对监督考核、
责任追究等提出要求。落实党内法
规执行责任制，一要强化执规意识，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
固树立执规是本职、执规不力是失
职的理念，切实担负起执行党内法
规的政治责任。二要压实执规责任，
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
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
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纪检机关严
格监督的体制机制，明责知责、履责
尽责、考责问责。三要提高执规能
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宣传
党内法规，带头严格执行党内法规，
带动广大党员、干部以尊崇的态度、
敬畏的精神守规用规护规。四要坚
持执规必严，严肃查处违反和破坏
党内法规的各种行为，防止形成“破
窗效应”。 据新华社

加强新时代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3部党内法规答记者问

相貌行踪很神秘

2011年5月，乌萨马·本·拉丹在
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打死。“基
地”现任头目为艾曼·扎瓦希里。曾
有媒体报道，乌萨马·本·拉丹生前
有意培养哈姆扎接替他的位置。

哈姆扎于2015年8月正式加入
“基地”组织，曾号令该组织追随者在
西方国家的首都发动恐怖袭击，并表
示“要对杀害其父亲的美国进行报
复”。美国在2017年初将哈姆扎列为
全球性恐怖分子，并对其实施制裁。

但直到2017年9月前，外界对哈
姆扎究竟长什么样知之甚少。当时
美国情报部门只有2001年“9·11”恐
怖袭击前后几周内，约12岁的哈姆
扎在一架坠毁的直升机残骸旁的照
片。为了弄清楚成年哈姆扎的“真
相”，美国媒体还专门找法医，通过
哈姆扎的童年照以及他父亲的照片
模拟出他长大后的容貌。

除了容貌，哈姆扎的行踪也一
直成谜。“9·11”后，他和其他“基地”
成员逃往伊朗，在那里被拘留过一
段时间，随后和家人搬到巴基斯坦。
多国情报部门据此推测，他的活动
区域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壤的边
境地区。

从小受父亲宠爱

说到哈姆扎，不得不提他的父
母，乌萨马·本·拉丹与第三个妻子
卡伊里哈。

乌萨马·本·拉丹第一次结婚时
年仅17岁，而等到他第三次结婚，对
象就是30多岁的卡伊里哈。

据说，卡伊里哈来自沙特一个受
人尊敬的印地语家庭，受过高等教
育，是一名儿童心理学家。乌萨马·
本·拉丹第一任妻子娜吉瓦生的儿子
得了一种精神疾病，经人介绍送儿子
去了卡伊里哈所在的诊所。谁知后
来，娜吉瓦竟然鼓励乌萨马·本·拉丹
追求卡伊里哈。有媒体猜测，因为娜
吉瓦发现其他子女也出现发育障碍
等疾病，因此希望乌萨马·本·拉丹娶
卡伊里哈这样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以便更好地养育自己的子女。
婚后头三年里，卡伊里哈经历

多次流产。其间，乌萨马·本·拉丹又
娶了第四个妻子西哈姆。1989年，卡
伊里哈和西哈姆各自生下一子。卡
伊里哈生下的就是从小备受乌萨
马·本·拉丹宠爱的哈姆扎，他的名
字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坚定不移”。

恐怖组织“吉祥物”

哈姆扎童年时就陪伴父亲出现
在“基地”宣传片中，和其他成员一起接
受训练，用稚嫩的声音“讲道”。乌萨马·
本·拉丹很想把这个讨喜如吉祥物的
儿子带在身边，但战场危险，哈姆扎又
是他最中意的继承人和组织代言人，
所以一直把哈姆扎藏在安全的地方，
从来没让他上过战场。在母亲的督促
下，哈姆扎在家中接受教育，主要是研
究古兰经、学习伊斯兰教法等。在此期
间他成了家，并很快有了一子一女。

“他非常可爱，并且生性善良，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智慧和礼貌，不
喜欢因为自己是某人的儿子而受到
偏袒。”这是哈姆扎留给乌萨马·本·
拉丹朋友的印象。

在给父亲的信中，哈姆扎写道，
“圣战组织已经游行，而我还没加入他
们”是他最大的挫败感来源。这让乌萨
马·本·拉丹更加坚信没爱错这个儿
子，认为他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命运。

“恐怖王储”有野心

2011年乌萨马·本·拉丹被击毙
后，哈姆扎更加行踪成谜。直到2015年8
月，他以“来自‘基地’的狮子”为名，在
网络上发布一段音频，宣誓效忠塔利
班领导人，并“追随父亲的事业前行”。
也许是因为那张酷似父亲的面孔和

“纯正的血统”，他的出现很快俘获了大
批追随者。因为常年在塔利班势力范
围内活动，他被认为是“基地”与塔利班
这两大恐怖组织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阿里在对
“基地”的长篇调查报告中提及，与其他
“基地”领导人不同，哈姆扎很少在公开
场合批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被认
为脱胎于“基地”，但背弃了“基地”的许
多理念，因此被“基地”高层诟病。阿里
认为，哈姆扎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
安抚了正遭受重创的“伊斯兰国”，为他
最后统一三大恐怖组织奠定基础。

而对美国来说，已多年未能组
织大规模恐袭的“基地”早已不足为
虑，因此哈姆扎之死的象征意义远
大于实际意义。（新华社、新民晚报）

特朗普说本·拉丹之子哈姆扎被击毙

“恐怖王储”人生
意外画上休止符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发表
声明说，1989年出生的“基地”组
织高级头目、乌萨马·本·拉丹之
子哈姆扎·本·拉丹已在美国在阿
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发动的一次
反恐行动中被击毙。

特朗普还说，哈姆扎之死打
击了“基地”组织领导层及行动能
力。他未透露哈姆扎被击毙的具
体日期和地点。

多家美国媒体曾于7月底援
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哈姆
扎在过去两年间一次有美国参与
的行动中被击毙。有官员“说漏
嘴”，称哈姆扎被击毙纯属“躺
枪”，他根本就不是那次行动的目
标，美国也不知道他在现场，只是
在打扫战场时才发现歪打正着。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
制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以下简称《备案审查规定》），以及
新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执规责任制规定》）。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就有关
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给家人朋友发一张有声明信
片，网络安全知识问答通关就能抽
奖……15日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
一天，在繁华的春熙路街头，一场
“科普盛宴”正在上演。2019年四
川省暨成都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活动开始了，来来往往的市民和
游客在活动现场提升网络安全意
识、了解最新网络技术。各种活动
互动性强，且注入成都元素，游园
中就能学习到网络安全知识。

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
哈姆扎·本·拉丹在自己婚礼上的
资料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孔明的推理角度”门球互动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