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日前， 中央政法委、
总政治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工作的意见》。

意见要求， 各级要始终坚持把涉军维权工作的重
点放在解决对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涉法
问题上，严厉打击窃取出卖军事秘密、破坏军事设施、
盗窃军用物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等刑事犯罪活动，积
极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事安全； 妥善处理涉及部队战备
执勤、训练演习、国防工程建设、国防科研实验、军用土
地权属及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方面的纠纷及历史遗留问
题，有效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和管理秩序；及时解决军
人军属在婚姻家庭、人身损害、土地征用、拆迁补偿等
方面的纠纷和案件，切实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政
法机关要开辟“绿色通道”，依法对涉军纠纷和案件优
先立案、优先办理、优先结案、优先执行，尤其对执行重
大军事行动任务部队官兵及家庭遇到的涉法问题，要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及时解除官兵后顾之忧。

中央政法委、总政治部联合印发文件

维护国防利益
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曾经号称要用网络谣言“谣翻中国”的“秦
火火”(真名秦志晖)被拘8个月后,再次回到人们
视野。4月11日上午,秦志晖诽谤、寻衅滋事一案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4月12日《湖南日报》）

秦志晖的认罪，标志着一段“造谣大V”的
故事即将结局；在法律面前，那些谣言的制造
者，终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毋庸讳言，发达快捷的网络造就了“大V”。
这一特殊群体， 本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珍
视网民的信任。无奈，很多人却将其作为牟利
的工具，屡屡突破社会底线，甚至成为社会矛
盾的源头，自然是“自作孽、不可活”。

网络是现实的延伸，绝非法外之地。“秦火
火”们突破了法律的界限，注定会受到法律的
严惩。某种意义上说，“秦火火”等人的悲剧，并
非网络监管的后果，而是漫无边际野蛮生长酿
下的恶果。

“秦火火”等“网络大V”落入今日的结局，
固然是咎由自取，但众多“粉丝”的狂热追随，
其实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果说，一些大V们成为“谣祸”属于社会

责任不彰，法律意识不强的话，那么无数不假
思索的粉丝与拥趸的行为，同样属于公共责任
不强的表现。这些人群的存在，无疑是“网络大
V”们存在、产生的土壤。

“谣言止于智者”。 造谣者的手段并不高
明，稍加判断或者验证，谣言就会不攻自破。换
句话说，如果能保持一份理性，不信谣、不传
谣，“秦火火”等人编织的谣言也不会形成巨大
的破坏力，他们曾公开宣称的“谣言并非止于

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也不至于成为网
络世界信奉的圭臬。

谣言跑过真相的背后，折射着公民素养的
缺陷与不足。

事实与真相是谣言的天敌。“秦火火”案件，
也足应引起对管理责任的思考。长期以来，网络
成为“法外之地”，皆因为相关立法和监管严重
滞后。若能在谣言露头之时，便及时准确地给予
其应有的惩罚，恐怕“秦火火”等造谣惑众者，就
难以有兴
风作浪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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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4月13日电 4月10日至
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后， 在海南省
委书记罗保铭、省长蒋定之陪同下，深入海
南基层考察调研。

企业登记和管理制度改革是国务院推
进简政放权的重要部署。 李克强来到海口
市工商局， 向工作人员和在场群众了解改
革效果。 得知改革措施实施后群众创业热
情高涨，兴办企业十分踊跃，刚刚过去的3
月份新登记企业同比增长77%、注册资本金
增长247%，他高兴地说，这项改革极大地
激发了市场活力。 改革就是要把千千万万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 看到企

业信用信息系统内详细登记了经营异常企
业和列入黑名单的违规企业， 李克强表示
赞许。他说，推动简政放权，也要放管结合。
你们在做好服务的同时， 也要更有效地实
施事中事后监管，保证市场更加公平有序。
他还叮嘱随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放权要
真正放给市场，不能被中介机构截留。

海口港是海南海洋运输的重要窗口。
李克强详细询问今年以来港口吞吐情况。
港口负责人介绍，目前外贸困难仍然较多，
但内贸增长势头较好。李克强说，中国经济
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就在于内需潜力巨大，
内需增长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李克强
对海口港积极打造面向东南亚的航运中心

给予肯定，希望海南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
要站在国家层面谋划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考察中，李克强多次强调，发展是第一
要务，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当前国内外
环境错综复杂，困难不可低估，稳增长任务
繁重。各地区各部门都要勤政务实、敢于担
当，主动出实招，积极解难题，以更加奋发
有为的精神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更有
效地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开拓国际市场，多
方施策增强发展动力， 使增长和就业不越
出下限，通胀不突破上限，保持经济在合理
区间平稳运行，切实推动科学发展。

海口东寨港有数万亩红树林， 是守护
海岸线、维护生态的重要屏障，曾经一度遭

到损坏。李克强来到这里，实地察看红树林
修复情况， 听取海南生态建设汇报。 他指
出，生态环保也是生产力，是绿色财富，保
护好红树林等宝贵资源，既是为国家，也是
让大家共享好的生态环境。

李克强还随机走进路边小超市， 了解
本地产品种类、销售等情况，并买了两袋当
地产的小食品。 他勉励海南生产更加丰富
的特色产品和以更加优良的服务， 带动居
民消费。

在琼期间， 李克强听取了海南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的汇报， 充分肯定海南取得的
成绩，希望海南坚持改革创新，凝聚发展力
量，建设好富裕、文明、绿色的宝岛。

李克强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切实推动科学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为依法严厉打
击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全
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发布公告，
决定自2014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
统一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扫黄打非·
净网2014”专项行动。

公告指出， 要全面清查网上淫秽色情信
息。各地各有关部门对互联网站、搜索引擎、应
用软件商店等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和网络
电视棒、机顶盒等设备，进行全面彻底清查。凡
含有淫秽色情内容的文字、图片、视频、广告等
信息，一律立即予以删除。

公告要求，依法严惩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
息的企业和人员。对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问
题严重的网站、频道、栏目，坚决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或予以关闭， 依法依规吊销相关行政许
可。对非法网站，一律依法予以关闭或取消联

网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
等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 对制作、复
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涉嫌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为淫秽色情信息
传播提供条件的电信运营服务、 网络接入服
务、广告服务、代收费服务等经营者，依法追究
相关刑事行政责任。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对制
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从
严惩处。

公告要求，要严格落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
任。各互联网站、基础电信运营企业、网络接入
服务企业立即开展自查自纠，主动清理网上淫
秽色情信息或链接，严格落实信息安全管理制
度，完善内容审核把关机制，研发应用防范淫
秽色情信息传播的技术措施，不得为淫秽色情
信息提供传播条件、渠道。

净
网

新华社发

重拳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
“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展开

“秦火火”一案的警示
沈德良

据新华社兰州4月13日电 记者从兰州市“4·
11” 局部自来水苯指标超标事件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获悉， 经开挖探坑的方式调查， 目前已确定自流沟
周边地下含油污水是引起沟内水体苯超标的直接原
因。 目前， 兰州市城关区、 七里河区、 安宁区已解
除应急措施， 调查组将对造成局部自来水苯超标事
件的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进一步调查取证。

兰州市“4·11” 局部自来水苯指标超标事件应
急处置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副组长郑志强说， 根据
环保专家现场初步分析判断， 周边地下含油污水是
引起自流沟内水体苯超标的直接原因， 下一步调查
组将对从探坑中提取的含油废水进行化验， 进一步
从技术层面核实地下含油污水与自流沟内苯超标水
体的关联性。 同时， 对自流沟内的具体泄漏点位进
行实地勘查核实。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

3个区已解除应急措施

水是生命之源，关系群众身体健康。近年来，水污染
事件时有发生，引发了人们对饮水安全问题的担忧，兰州
自来水苯严重超标事件，再次将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透过此次事件，我们发现了群众的“饮水之患”。
“饮水之患”首先是“水质监测之患”。事件并非没

有征兆，事发前一个多月，曾有市民反映自来水出现刺
鼻异味，相关部门并没引起重视，相反用自来水“符合
标准”打消群众担心。从今年1月至今，各地被曝光的自
来水异味事件达10余起，而其中6起的检测结果是达标
的，引发了“达标水”何时等同“安全水”的质疑。

加强饮用水监测， 要像监测PM2.5一样监测饮用水。
从2012年7月1日起，国家执行最新饮用水标准。该标准共
106项，与国际接轨。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标准，
重视日常水质检测，使水质检测常态化，并及时准确公布
数据信息。对不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供水企业，依法给予
严厉处罚，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对政府监管人员的渎职失
职，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饮水之患”其次是“城市规划之患”。事件原因查明系
石化公司的管道泄漏，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所致。石
化管道泄漏，为何就轻易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原来，
当初城市管道规划时， 供水企业自流沟下面铺设了石化
管道，上世纪80年代管道发生过一次漏油事件，可并未弃
用，而是修补后又使用到现在，为水污染留下了隐患。

消除“饮水之患”，要加强城市规划管理。防患未然好
过亡羊补牢。城市管网规划铺设要科学合理，像苯排泄等
各类有毒管道系统，要远离群众自来水管道系统，防止自
来水输送过程中的污染。同时，定期严格排查城市管网，发
现管道老化，迅速整改更换，把隐患消除在源头。

在水污染面前，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为群众提供安全
的“生命之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政府要切实
负起责任，消除各种“饮水之患”，让群众安心放心。

■短评

谁来守护群众“生命之水”
肖丽娟

目标定在保级的湘涛队，继续着不败
的脚步。 4月13日中甲第5轮进行，湘涛队
主场3比0完胜青岛中能队，5轮4胜1平继
续位列积分榜首位———

现场:重回福地，表现给力
赛后，一名球迷边走出球场，边手舞

足蹈说道，“湘涛今天表现真给力！ ”他或
许不知道， 每当湘涛队来到中南大学主
场，总会有出人意料的表现。

2011年到2012年， 湘涛队在中南大
学一度取得连续20轮不败的战绩。中南大
学体育场，绝对称得上是湘涛队的福地。

面对本赛季降入中甲的中能队，时隔
1年重回中南大学主场的湘涛队犹如打了
鸡血。

上半场，中能队稍占优势，但湘涛队
有威胁的射门更多，第36分钟，卡贝萨斯
接达姆扬诺维奇妙传， 禁区内射门得手。
来到下半场， 主场作战的湘涛队越加勇
猛，防守进攻全面压制中能队，刘帅和达
姆扬诺维奇分别在71分钟和第81分钟各
入1球，将比分锁定在3比0，捍卫了中南大

学主场的“荣誉”。
湘涛队3球大胜中超降级球队， 最幸

福的是全场4000多名球迷。 赛后，湘涛队
的球员手拉手向各个看台的球迷致敬，因
为，他们也好久没有享受到如此浓烈的主
场氛围。

湘涛队主帅张旭赛后骄傲地说道，
“青岛队实力很强， 但我们的求胜欲更
强。 ”他表示，浓烈的主场氛围是球队取胜
的重要原因，胜利是对球迷最好的回馈。

赛后:喜迎大胜，重奖“伺候”
湘涛众将以一场漂亮的胜利回馈了球

迷，他们自己也收获了额外的奖励。 比赛结
束后， 某企业负责人现场拍板为球队额外
奖励50万元，3名进球球员还有各自的5万
元进球奖。

这个数字在中超或许很一般，但在中
甲联赛，绝对是大手笔。 湘涛队也用出色
的战绩表明，他们配得上这样的重奖。 赛
季开始前，湘涛队目标定在保级。但5轮比
赛下来，湘涛队用4胜1平积13分的出色战
绩惊呆了所有人。

一时间，目标定在保级，战绩却攀到
第一的湘涛队成为关注的焦点。

本轮比赛结束后， 青岛的随队记者
就向张旭问道， “湘涛队本赛季以保级
为目标， 现在却排名第一， 球队是否会
调整目标？” 听到这个问题， 张旭低调姿
态依旧， “还是尽全力做好自己， 一场
一场去打。”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苏原平） 湖南省
篮球协会12日召开年会。 省篮协主席杨再辉
表示， 今年我省篮球赛事好戏连台， 除了传
统的省直机关篮球赛、 贺龙业余篮球公开赛
外， 还将组织全省大学生篮球挑战赛、 首届
县域经济强县篮球赛等， 并将全力支持湖南
柏林俱乐部冲击CBA。 省政协副主席、 省篮
协荣誉主席刘晓出席年会。

据介绍，省篮协今年将组织开展一系列篮球
赛事，让湖南球迷“有球看，有球玩”。5月下旬将
举行第8届省直机关篮球赛， 预计参赛队伍超过
40支，运动员达600多人，规模为历届之最。9月
底， 从各市州脱颖而出的14支球队将挥师长沙，
参加全省贺龙业余篮球总决赛，最终的冠、亚军
将代表湖南，参加10月份的贺龙杯全国总决赛。7
月至9月举办的湖南省大学生篮球挑战赛将为我
省大学生送上丰盛的“篮球盛宴”，覆盖全省105
所大专院校。11月份， 还将举办首届全省县域经
济强县篮球赛，将有近20支球队参赛。此外，第十
二届省运会将于9月在娄底举行， 篮球项目分为
青少年组和成年组，是检阅全省篮球运动水平的
一次盛会。

杨再辉介绍， 柏宁俱乐部自2012年迁入
湖南， 为提升我省篮球水平， 培育市场做了
很大贡献。 2014年， 省篮协将继续全力支持
柏林俱乐部冲击CBA。 我省还将整合资源，
大力扶持雅礼中学、 明德中学等篮球传统项
目学校， 提高我省青少年篮球队伍的水平。

3比0完胜青岛中能，“低调”湘涛5轮不败：

目标保级，战绩第一

本报记者 王亮 蔡矜宜

13日湘涛队与青岛中能队的比赛期
间， 有球迷在看台唱起了“生日歌”， 赛
后一打听， 原来这天是湘涛队主帅张旭
的生日。

生日当天， 球队3比0获胜， 这绝对
是主帅收到的最好礼物。 赛后湘涛队的
更衣室里， 湘涛众将又为张旭唱了一次
生日歌， 张旭站在队员中间， 话语不多，
但满脸幸福。 对于湘涛队本赛季为何表
现出色， 张旭曾表示“球队团结是关键
因素”， 球员在更衣室为主帅合唱生日歌
是鲜明的写照。

据了解，球队回到休息酒店后，球队又
特意为张旭补上了生日蛋糕。（记者 王亮）

●花絮

最好的生日礼物

4月12日进行的NBA常规赛中， 火箭队
主场以111比104战胜鹈鹕队。 图为火箭队球
员哈登 （右） 在比赛中进攻。 新华社发

乌安全部队
与亲俄武装交火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乌克兰内务部长阿尔森·阿瓦
科夫13日宣布， 乌克兰安全部队当天在乌东部城市斯
拉维扬斯克展开行动，与亲俄武装人员发生交火。

行动中，乌克兰一名安全部队官员身亡，另有5
人受伤，亲俄武装方面也有伤亡。

阿瓦科夫在社交网站“脸谱”个人网页上说，乌克
兰安全部队在斯拉维扬斯克展开“反恐行动”，以夺回
控制权。在行动中，“双方都有死伤。在我们这边，乌克兰
国家安全局一名官员身亡。在分裂分子方面，伤亡数字
不明……分裂分子开始使用人肉盾牌来保护自己”。

乌克兰当局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乌东南部局势动
荡与俄罗斯有关，但俄罗斯方面予以否认。

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2日与美国国务卿约
翰·克里就乌克兰东部局势通话。克里对俄方“煽动”乌东
部动荡局势表示担忧，拉夫罗夫则表示，乌东部局势表
明，乌克兰政府没有能力对国家命运承担责任。

� �图为赛后湘涛队队员向球迷们
致意。 本报记者 郭立亮摄

今年，湖南篮球好戏连台
多项赛事轮番上演

新华社香港4月13日电 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13日晚在香港文化中心揭晓。张家辉、章子怡分别凭
借《激战》《一代宗师》获封影帝、影后。香港著名导演
王家卫凭借《一代宗师》获得最佳导演奖。张晋凭借
《一代宗师》获得最佳男配角奖；惠英红则以在《僵
尸》中的精湛演技获得最佳女配角奖。

张家辉、章子怡分获
第3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影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