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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8月23日专电（记者
商意盈）杭州市法制办拟定的《杭州市
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草案）》第二次征
求意见稿已经开始面向社会征求意
见。这部法规在保护老年人权益方面
作出了多项规定，其中包括禁止有独立
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对于虐待老人

的养老机构最高可罚款3万元。
草案明确了赡养义务人范围、赡养义

务内容，特别规定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
权、老年人离婚或者再婚以及其他理由拒
绝履行赡养义务。针对现实中老年人住
房等财产权益易受侵害以及老年再婚的
婚姻自由难以保障等问题，草案进一步强

调了对老年人财产权和婚姻自由权的保
护，要求相关部门对他人代理老年人处理
财产事务履行特别注意义务。

在社会保障方面，草案提出建立八
十周岁以上高龄老人生活津贴制度，并
规定了独生子女家庭扶助、特困人员供
养、生活无着老人救助等内容。

在打造老年宜居环境方面，草案
重点规定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政府推
进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推动和扶持老
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此外，在
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优待上，细化了参
观景点、乘坐公交、医疗门诊等方面
的优待项目。

杭州拟立法禁止“啃老”“虐老”
对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最高可罚3万元

本报讯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
息，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涉嫌严
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
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
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山西省委两常委
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学术期
刊《国际新闻界》近日发布公告，曝光曾为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的于艳茹大篇幅
抄袭国外专著。北大方面回应，将立即组
织有关专家对其博士答辩论文重新进行
核查，如果确认抄袭，将根据学校有关规
定进行处理。

据悉，有读者举报：2013年第7期发
表、署名于艳茹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
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涉嫌抄袭一本英
文专著的部分章节。

公告附录中用黄色标注出于艳茹抄
袭的内容。除了摘要和结语部分，于艳
茹几乎全文“翻译”了国外作者的专著，
多个段落甚至一字未改，原文照抄，甚至
直接采用作者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已
构成抄袭。

北大博士涉嫌
抄袭国外专著
学校称查实后将依规处理

新华社南京8月23日新媒体专电
（记者潘晔）近日，有网民发布微博称，
82高龄的母亲去中国银行徐州分行领
取18年前的定活两便存款，存单尚在，
却被告知“超过15年的存款单就不好承
认了”。该微博引发众多网民热议。

22日记者就“存款超15年是否就
不承认了”这一问题向中国银行江苏省
分行求证，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只要是兑
付真实、有效的存单，且确认该存单确实
尚未兑付的情况下，不存在“有效期”的
说法。

21日18时左右，中国银行徐州分
行通过新浪微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称
该行相关负责人已上门向客户致歉，将
对客户存单进行兑付。

存款超15年不承认？
银行回应：“无此规定”

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杨宇军23日表示，中方敦促
美方切实遵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减少直至停止对华抵近侦察活动。

杨宇军介绍，19日上午9时许，美

国海军一架P－3反潜机和1架P－8巡
逻机飞抵我海南岛以东220公里附近空
域进行抵近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一架
歼－11飞机起飞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

他表示，期间，中方飞行员的相关操

作是专业的，并与美机保持了安全距
离。美方对中方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
的。

“美方对中方大规模、高频度的抵近
侦察才是危及中美海空军事安全、导致

意外事件发生的根源。”杨宇军说。
杨宇军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切实遵

守有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尊重沿岸国
的安全关切，妥善处理双方在海空军事
安全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美方应从构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出发，本着“不
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
则，采取切实举措，减少直至停止对华抵
近侦察活动，为两军关系发展营造良好
气氛。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华抵近侦察

2014年8月16日—8月22日 海南省国
家重点海水浴场水质状况：本周我省国家重
点海水浴场假日海滩浴场的水质良，大东海
浴场、亚龙湾浴场的水质优，均满足海水浴场
水质要求，适宜游泳。

海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2014年8月22日

2014年第12期海南省
国家重点海水浴场水质状况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省文
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敲诈和假
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定期通报
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箱：hnx-
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 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公 告

层级超过40级 关系图长达10余米——

“广西一号传销大案”揭秘
一些人受骗加入传销组织后通过缴纳申购款取得资格，然后通过不停发展下线作为收入提成来源，传销组织内部按照“五级三晋制”方式进行管理，体系

盘根错节，层级竟有40级之多，而梳理出的关系“金字塔”形示意图长达10余米……“中国网事”记者通过采访传销参与者、办案民警和相关专家，揭开“广西一
号传销大案”“纯资本运作”的骗局。

“广西一号传销大案”日前一审在
南宁市进行。这一系列案包括3个案
件，有超过100名被告人。因案情复
杂、涉及人数多，一审开庭审理长达
11天，仅一审公开宣判就持续了 1
天。直接参加庭审押解、保障的法警、
公安达200余人，辩护律师近百人。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副庭长朱梁雄介绍，这些被告
人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岁至40岁，其

中最小的26岁，最大的69岁，各被告人
均属于同一“纯资本运作”传销体系，整
个传销体系成员人数众多，涉及多个省
份，涉案金额过亿。各被告人均有一定
文化程度，最高的达到研究生学历。

朱梁雄介绍，参与到其中的人员
保守估计超过一万人，案件审理过程
中，发现层级关系交叉，网络层级超过
40级，梳理案件的关系层级“金字塔”
形示意图长度就超过10米。

被告人明某告诉记者，来广西从
事传销之前自己开出租车。一位亲戚
打电话邀请她来广西做边贸生意，一
心想发财的明某轻信了亲戚的话来到
这里。“刚来的时候对传销有抵触情
绪，东家走、西家串所见都是一张桌子
四张凳子，想着做边贸生意不应该是
这个样子，可是通过六七天时间的接
触，交往的人多了思想也慢慢起了变
化，到最后还是陷进去了。”

如何让传销骗局
无处遁形

一个原本不难看穿的骗局，一种人
人晓之的犯罪行为，何以屡禁不止、参与
者趋之若鹜？

朱梁雄说，“纯资本运作”模式具有
一定的隐蔽性、迷惑性，它往往打着中央
政策利好的旗号吸引投资。广大群众一
定不要相信一夜暴富，不要相信天上掉
馅饼这样的事，拒绝传销。

有专家认为，当前打传法律体系仍
有待改进。现行传销立案追诉标准为
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以
上，受访者认为这一标准过高，建议改
为“3级或30人”或“确实构成传销犯罪
证据”。组织领导传销罪一般判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可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的“情节严重”条款又缺少具体标
准。

据介绍，传销活动越来越隐蔽，层级
也越来越多，这增加了公安、工商等部门
的打击难度。不同于以往出现开庆功会
之类的活动，现在的传销活动以“小团
体”形式进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
经济侦查总队副总队长李明新说，目前
公安、检察院、法院对于“证据规格”的认
定也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一般情况下，
公安机关认为要有口供、书证、网络结构
图、银行证明即可；而检察机关大多数强
调“人员在30人以上”。他建议，相关部
门应该统一“证据规格”。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传销活动形势
较为严峻，但不少群众对传销仍然缺乏
了解，一定程度上为其蔓延提供了土壤，
建议有关方面继续加大宣传力度，让人
民群众知道传销是“害人害己”的事情，
增强人们对传销活动危害的认识。

记者 吴小康 汪军
（新华社南宁8月23日新媒体专电）

调查民警和法院办案人员向“中
国网事”记者介绍了传销组织的“纯资
本运作”模式。

一是加入。参加“纯资本运作”的
人员必须交钱申购“份额”，作为加入
传销的入门费。每位参加者最低申购
1份“份额”，最高只能申购21份。申
购第一份“份额”需缴纳3800元，从第
二份起每份3300元，申购21份就要
缴纳 3800×1＋3300×20＝69800
元。参加者加入后必须积极“拉人头”
加入，每个参加者最多只能发展三个
直接下线，下线人员再通过“拉人头”
加入，逐级发展形成“金字塔”形网络
层级结构。

二是管理。传销组织采用“五级
三晋制”对参加者进行管理。所谓“五
级”，就是根据参加者及其下线申购份
额将参与人员分为“业务员－业务组
长－主任－经理－老总”五个级别。
其中1－2份是业务员级别，3－9份是
业务组长级别，10－64份是业务主任
级别，65－599份是业务经理级别，
600份以上是老总级别。

所谓“三晋制”，即主任以下级别
晋升为主任级别只要份额累计10份
以上即可；主任级别晋升为经理级别，

除累计份额达到65份以上外，还必须
有2名直接下线人员为主任级别；经
理级别晋升为老总级别，除累计份额
达到600份以上外，还必须有3名直
接下线人员为经理级别。

三是收入。参加者通过发展下线
人员并瓜分“新参加者”申购款作为所
谓“工资”，其中老总级别人员的工资
包括“税金”（即用部分申购款作为经
理开销后剩余的款项由老总级别人员
瓜分，该组织对外谎称向国家交税）和

“提成”，其中“提成”标准是下线人员
每申购1份份额，上线老总即获得500
元提成。

记者了解到，传销体系利用部分
参加者的银行账户作为收取申购款和
发放“工资”的公共账号，账号的U盾
及密码由部分较高级别老总人员掌
控。老总级别人员经核查申购人员名
单及排线排位图表后，根据组织体系
工资发放规则计算后，通过网上银行
发放本体系内人员的工资。

“纯资本运作”如何“吸金”？

A

B

C

新华社重庆8月23日电（记者赵
宇飞）记者从重庆市南川区委宣传部
获悉，截至目前，重庆东胜煤矿“8·
22”顶板事故现场救援工作全部结束，
5 名被困工人均被证实遇难，遗体已
全部找到。目前，相关善后工作正在
进行中。

22日15时45分左右，重庆市南川
区东胜煤矿东翼5680采煤工作面采空
区冒落，发生大面积窜矸，导致采煤工作
面5名工人被掩埋。据初步调查，东胜
煤矿属民营企业，年产煤约15万吨，相
关证照齐全有效。

重庆东胜煤矿
突发顶板事故
5名工人遇难

今年是马江海战 130周年。8月
23日，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进入马
江昭忠祠祭拜英烈。

当日，海峡两岸各界公祭甲申马江
海战、甲午海战英烈活动在福州市马尾
区昭忠祠及烈士陵园举行，海峡两岸
600多位各界人士参加活动。
新华社发

两岸人士马尾祭英烈

来源：新华社

传销犯罪手段呈现五大特点

1，由“传商品”向“传人头”转变
2，由城市向农村蔓延
3，由文化层次不高的群体向大学生等高文
化素质人群扩展

4，利用互联网传销的案件呈显著上升态势
5，钻法律空子，以合法外衣为掩护

歼10亮相上海首届国防兵器展
8月23日，参观者在观看歼10战斗机实物。
当日，首届上海国防兵器展在上海松江开幕，展览共展出歼10战斗机、63A

式水陆坦克、水陆装甲车等装备和多款海陆空武器模型，让前来观展的市民、游
客大饱眼福。 新华社发（龙巍 摄）

望京楼所在的小院落里杂草丛生，铁门紧锁，
楼体风化斑驳（8月11日摄）。

近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河南卫辉望京
楼疏于管护、沦为危楼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有400多年历史的望京楼墙体裂
缝、剥落严重，被评为“国保”已达8年，尚未得到
有效保护。专家表示，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审批
周期较长、经费不足等客观原因，同时监管部门责
任心不强也是不容小觑的因素。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国保”8年 古楼垂危
河南400年历史望京楼沦为危楼

◀上接A01版
连续冲撞天安门广场前的行人，造成3名无辜群
众死亡，39人受伤。后玉山江·吾许尔等3名被
告人在新疆被抓获。法院经依法公开审理，以组
织、领导恐怖组织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数罪并罚，分别判处被告人玉山江·吾许尔、玉苏
甫·吾买尔尼亚孜、玉苏普·艾合麦提死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

2013年6月28日，阿克苏地区乌什县两名
执勤民警在处置一起暴恐案件时遭遇暴徒袭击，
被告人肉则·艾则孜乘一名民警受重伤，另一名
民警正在制服暴徒之际，上前抢夺受伤民警的枪
支，并向两位民警开枪，尔后携枪逃跑被当场抓
获。法院以抢夺枪支罪、故意杀人（未遂）罪数罪
并罚，判处被告人肉则·艾则孜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2011年5月以来，被告人阿布都沙拉木·艾
力木伙同他人多次收听观看宣扬宗教极端、暴力
恐怖内容的音视频，进行非法宗教活动，形成了以
其为头目的恐怖组织。该组织成员筹集活动经
费，进行体能训练，探寻“迁徙”路线，制造、储存、
运输大量爆炸装置并进行使用方法培训。2013
年1月18日，被告人伙同他人携带爆炸装置，在

“迁徙”、偷越国境途中被抓获。法院以组织、领导
恐怖组织罪、非法制造、运输、储存爆炸物罪数罪
并罚，判处被告人阿布都沙拉木·艾力木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3年2月以来，被告人买买提·托合提玉
苏普多次收听观看宣扬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内
容的音视频后，产生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想
法。同年4月18日，被告人持刀闯入一群众家
中并将其杀害。法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判处
被告人买买提·托合提玉苏普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

2008年3月至2010年3月，被告人阿卜杜莫
敏·伊敏组织纠集他人多次收听收看宣扬宗教极
端、暴力恐怖内容的音视频，逐步形成以阿卜杜莫
敏·伊敏为头目，并吸纳被告人比拉力·拜尔迪等
人加入的恐怖组织。2011年10月至12月期间，
阿卜杜莫敏·伊敏先后带领比拉力·拜尔迪等恐怖
组织成员放火烧毁两处治安检查站值班房和两辆
警车。2013年12月13日8时许，阿卜杜莫敏·伊
敏、比拉力·拜尔迪等恐怖组织成员将和田地区林
业局一名干部劫持并杀害。法院以组织、领导恐
怖组织罪、放火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分别判
处被告人阿卜杜莫敏·伊敏、比拉力·拜尔迪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新疆对8名暴恐
犯罪分子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