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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等部委开展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和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集中整治行动

优酷、爱奇艺、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被查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记者史
台。该公司 2016 年 11 月分别与优
竞男）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文化
酷、爱奇艺视频平台签订合同，利用
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扫 “欢乐迪士尼”账号上传视频，从中获
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近日作出部
利 220 余万元。经审核鉴定，其中部
署，2 月上旬至 4 月下旬进一步开展针
分含有血腥、惊悚内容。日前，该案
对网络直播平台传播低俗色情暴力
已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查处，该公司
等违法有害信息和儿童“邪典”动漫
营业执照被依法吊销。
游戏视频的集中整治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中低俗
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
媚俗、斗富炫富、调侃恶搞、价值导向
办公室的部署要求，近期，广东、北京
偏差等问题比较突出。境外一些所谓
两地“扫黄打非”部门深入查办涉儿
儿童
“邪典”
动漫游戏视频在境内传播
童邪典视频案件。优酷、爱奇艺等一
扩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批为儿童“邪典”视频提供传播平台
在前段时间排查工作基础上，相关部
的互联网企业被依法查处。
门将组织开展全面清查，对未获得相
据介绍，
“ 扫黄打非”部门在依法
关直播服务资质的直播平台和频道，
从严查处广州胤钧公司的同时，对与
依法予以取缔；
对具备运营资质、传播
该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提供传播平
违法违规和不良内容的，责令删除相
台的优酷、爱奇艺公司，为该公司提
关内容，问题突出的直播频道和直播
供传播平台的腾讯公司立案调查；对
间，立即下线整改。对违法违规情节
百度旗下“好看”视频存在传播儿童
严重的互联网站，
依法予以关闭；
涉嫌
邪典视频内容立案调查。北京、广东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对
两地文化执法部门近日作出相关行
隐患问题多、用户数量大的网络直播、
政处罚，责令上述互联网企业改正违
动漫、游戏、视频企业，分类别进行约
法违规行为，警告并处以罚款。
谈警示，
督促落实主体把关责任，
展现
经查，广州胤钧公司在未取得行
新气象、传播正能量。对制作传播妨
政许可的前提下，擅自从事网络视频
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害信息行为，
制作、传播活动，用经典动画片中的
将坚决从严打击，一经查实，绝不姑
角色玩偶实物及彩泥粘土等制作道
息。各互联网企业务必履行好主体责
具，将制作过程拍成视频，或将有关
任，深入开展自查清理，不给淫秽色
成品摆拍制作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
情、低俗暴力、血腥恐怖等有害信息提
上传至优酷、爱奇艺、腾讯等视频平
供任何传播空间。

美副总统称
美愿重启与朝对话
但“最大施压”将继续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2 日电 据美国媒体 12
日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国愿意考虑重启
与朝鲜对话。同时，美方将继续在经济外交上加
强对朝施压力度。
彭斯在结束 3 天访韩行程返美途中对《华盛
顿邮报》表示，他在韩期间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朝
核问题进行过两次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双方同意
继续与朝鲜接触。按照初步设想，韩国先与朝鲜
开始对话，美国考虑随后加入。
彭斯同时强调，美国仍将继续并强化对朝进
行
“最大施压”，直到朝鲜向半岛无核化迈出
“有意
义的一步”。

美计划将国际空间站“私有化”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11 日电 国际空间站
预计将服役至 2024 年，届时它又将何去何从？美
国航天局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正计划将
其
“私有化”
。
美国《华盛顿邮报》11 日援引美国航天局文
件报道，美国政府虽然计划自 2025 年起停止对国
际空间站的直接注资，但并不是要抛弃这个空间
实验室，而是打算将其转手，卖给私营企业。
根据一份计划 12 日公布的预算方案，美国政
府打算在 2019 财年投入 1.5 亿美元，来确保商业
接班人有能力接管空间站。尽管美国国内也有不
少反对政府“放弃”空间站的声音，但自本世纪以
来，美国航天局正越来越多将近地球轨道活动外
包给私营部门，如委托私营企业为空间站送人送
货，自己则将工作重点转向深空探索。

一架直升机在俄中部紧急迫降
致2死4伤

特大网络制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件告破
公安部抓获犯罪嫌疑人76名

监管加码，
虚拟货币行情“大跳水”

还有人转入地下死磕 到底？
新华视点

2017 年 9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虚拟货
币的直接交易。随后，2018 年 1 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央
行营业管理部等部门先后连发三文，再次强化对虚拟货币监管。
然而，
“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
目前，
虚拟货币交易转入
“地下”，
数十个交易平台提供点对点的场
外交易，
市场活跃。

新华社发

A 记者探访：禁令下多个交易平台提供场外交易

■■■■■

近日，记者在一家名为“火币网”
的网站注册登录。该平台提供虚拟
货币的场外点对点交易服务，也就是
说有买币和卖币需求的人，可以到平
台上发布消息，然后约定付款方式完
成交易。
记者点击该网站的“法币交易”
发现，买卖信息极为丰富。
“ 拍下”一
定数量的比特币后，平台会将卖家的
比特币锁定。记者选择支付宝为付
款方式，通过支付宝向卖家转账，并

B

到网站上确认完成付款，交易就成功
了。记者随后收到了系统划转到账
户上的虚拟货币。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去年 9 月我
国开始对 ICO 和比特币交易进行清
理，但是，目前仍有数十个类似“火币
网”的场外交易平台十分活跃。据国
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
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1 月 25 日，支持比特币兑人民币的
C2C 场外交易平台已达 21 家，上线

时间集中在 10 月下旬到 11 月，服务
器均在境外。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微信群、
QQ 群也成了虚拟货币地下交易信息
发布的阵地。来自上海的曾先生介
绍，
他加入的几个虚拟货币交流群，
每
天都有几百条买卖询报价的信息。近
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行情断崖式
下跌，而这些群里则是“抄底”之声不
绝于耳。
“每天推送成百上千条这样的
内容，
真让人受不了。
”
曾先生说。

“禁令”应升级，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穿透式监管

根据现有监管政策，任何场景下
各种场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者
媒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式
的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也不允许平
台以中介形式进行撮合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长黄震教授认为，当前，监管层应当
更深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领域
流动的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法律效
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

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有必
要加强账户监管和外汇监管，实施
“一竿子插到底”的穿透式监管。考
虑建立黑名单制度，无论其运营主体
和主要负责人国籍如何，都将其主体
和相关责任人列入黑名单，禁止或部
分限制其今后在境内开展活动、从事
相关金融业务。
“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将虚拟货
币交易和 ICO 纳入法律监管体系内，
可以与这些国家开展广泛的跨境合

作，共同采取措施保护金融消费者的
合法利益。
”
杨东表示。
有专家指出，对当前的 ICO 项目
转移到国外的现象，相关监管部门可
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加以规制，防
止敏感数据流失，防范跨境犯罪风
险，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金融稳定
和国家安全。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
依法采取其他更为严厉的监管手段，
如切断访问链接等直至依法追究相
关责任人法律责任。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
熊丰 赵鹏）近期，在公安部统一指挥
下，河北、湖南等 11 个省区市公安机
关会同当地食药监管部门成功破获一
起特大利用互联网制售有毒有害食品
案，摧毁一个覆盖全国的庞大犯罪网
络，抓获颜某等犯罪嫌疑人 76 名，打
掉制售有毒有害食品的黑窝点、黑工
厂 22 个，查获有毒有害食品 15 万盒，
全案涉案金额达 12 亿元。
据了解，2016 年 6 月，河北承德
公安机关接到群众举报称，服用从某
电商平台“仁合胰宝企业店”购买的
“仁合胰宝”后出现严重不适。该食品
送检后，检出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违
禁物质盐酸苯乙双胍。接到河北公安
机关报告后，公安部高度重视，组成专
班督导推进，要求全面摸清犯罪网络、
打掉制假源头、全链条摧毁销售网络。
期间，公安部接到湖南省公安厅
报告，怀化市公安局正在侦办一起互
联网销售“仁合胰宝”案件。经研判分
析，两起案件指向同一制假源头，公安
部决定并案侦查，由公安部挂牌督办，
统一指挥，集群作战。
经查，山东曲阜某化工公司负责
人颜某组织人员违法生产盐酸苯乙双
胍、盐酸二甲双胍等国家明令禁止在
保健食品中添加的降糖类高纯度原料
药，以化工产品或医药中间体名义非
法销售给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或假药的
黑工厂、黑作坊。涉案“仁合胰宝”每
盒生产成本不足 5 元，
“出厂价”12 元，
批 发 价 40 元 ，电 商 平 台 零 售 价 125
元，线下店铺零售价高达 300 元，犯罪
链条各个环节均存在暴利空间。
据介绍，此类食品药品、保健品，
因其非法添加西药，往往在短时间内
有明显“治疗”效果，欺骗性很强，但由
于非法添加的西药成分未经科学配
比，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严重危害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有的食品本身没有安
全问题，但不法分子夸大宣传功能、效
果，诱骗消费者高价购买，甚至延误正
常治疗。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消费者特别是
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要通过正规渠
道治疗疾病、购买药品和保健食品，不
要轻信互联网平台上对保健食品效果
的夸大宣传。发现可能购买了非法添
加西药成分的食品、保健食品的，本人
及亲属要及时报警求助或向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举报。

■■■■■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2 日电 （记者栾海）一
架载有 6 人的米－8 直升机 12 日在俄罗斯中部西
西伯利亚地区托木斯克州实施紧急迫降时发生
“硬着陆”
，机上副驾驶和机械师死亡，
正驾驶员和
3 名乘客受伤。
西西伯利亚地区运输检察院发言人戈尔布诺
娃当天表示，该直升机于莫斯科时间 12 日上午从
托木斯克州西部一气象站起飞，计划飞往该州西
北部斯特列热沃伊镇执行医疗救护运输任务。

发现二战遗留炸弹

英国伦敦一机场关闭

C
仍有人想
“一夜暴富”
躲避监管花样翻新
2018 年以来，虚拟货币行情上
演“大跳水”。2 月以来，比特币连
创新低，一度跌破 6000 美元，较去
年约 2 万美元的高位跌去了
70％ 。 以 太 币 也 同 样 下 跌 惨 烈 。
然 而 ，一 些 人 认 为 这 只 是 暂 时 现
象，虚拟货币会卷土重来。
——
“一夜暴富”的羊群心理
作祟。
“ 目前 ICO 的市场状态可以
形容为羊群心理。”上海大学科技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说，很多投
资者不了解 ICO 是什么，甚至对于
区块链、比特币的了解也很少。这
本来是很小众的投资市场，但现在
却扩散到普通老百姓。
孟添认为，越来越多的伪金融
创新利用 ICO 这样的模式，以此为
幌子非法集资，对公众造成了投资
虚拟货币可以
“一夜暴富”
的从众心
理。
“人们对投资风险的认识不够。”
—— 花 样 翻 新 试 图 绕 过 监
管。目前，部分 ICO 项目绕道国外
继续经营，其机构的设立以及代币
的发行与交易名义上在国外，但是
实际上的项目、责任人和投资人都
在国内。在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
集中上线的比特币兑人民币的交
易平台，其网站服务器所在地主要
分布在香港、美国、日本等地。
“币币交易”也成为绕过监管
的新花样。深圳一位比特币投资
者范源透露：
“ 去年 9 月份之后，比
特币交易采取‘币币交换’的方式
在场外进行。买家先在场外用人
民币购买一些代币，如以太币等，
再回到平台上拿以太币等换取比
特币。
”
——
“矿工不相信眼泪”
“
。矿工”
小董透露，
一台矿机工作一年成本约
21570 元，一年产量是 5.84 个以太
币，1 个以太币成本约 3693 元。和
以太币2月6日一度跌至630美元附
近，
已经接近挖矿成本价。
“我坚信下跌只是一时的，长
期看好，刚刚又购置了 2000 台矿
机，挖到币就持有，短期不会卖。”
小董说，国内关停虚拟货币交易以
后，担忧未来有关部门禁止挖矿。
（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2 月 12 日，几架飞机停在英国伦敦城机场停
机坪上。当日，一枚未爆炸的二战遗留炸弹在英
国伦敦城机场附近一处码头被发现。受此影响，
机场随即关闭。
新华社/美联

越南民众备年货迎新春

2 月 12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顾客在挑选春
节装饰品。
春节是越南重要的传统节日。临近春节，人
们开始采购年货，
迎接新春。
新华社记者 闫建华 摄

马德里举行中国文化
“快闪”文艺表演

2 月 11 日，参加“快闪”的西班牙青年在马德
里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前表演中国功夫。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快闪艺术表演 11 日在
马德里的索菲亚王后博物馆前举行。包括舞龙舞
狮、民乐演奏、武术、旗袍展示、诗朗诵等在内的精
彩节目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新华社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