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搜索关键词明明看到文章却打不开，点击文章发现文不对题，污点不断的新闻人物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道……

这些蹊跷事的幕后推手就是传说的“网络水军”。
湖北、福建等地警方近日相继破获“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揭开了“网络水军”非法经营的手法和套路。“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水军”明码标价，通过删帖、发帖，有的用几十万元就能“操控”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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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董事会并通过决议，决定

免去林斯浩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请林斯浩尽快到公司办理工作

交接手续并配合进行任期内的经济责任审计，自2018年12月30日起林斯浩以

海口能运船务有限公司名义对外签发的文件和发生的所有业务本公司不予认

可。

特此公告

公 告
尊敬的电信电视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 1

月28日00:00—06：00对华为ITV平台进行升级

优化。优化期间，对部分用户观看电信电视直播有短

暂影响（约3分钟），届时重启机顶盒即可正常观看。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1月23日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1

月29日00:00－06:00对儋州分公司海头糖厂、海

头港口、排浦、和祥OLT设备，2019年01月30日

00:00－06:00对儋州分公司西泉、五星OLT设备

进行网络优化，影响部分宽带、语音业务。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二○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凤凰山·温泉谷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项目建设单位为琼海官塘源生态温泉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位于琼海

市嘉积镇官塘区官塘大道南侧，用地面积为46316平方米，主要技术经济
指标为：总建筑面积为81801.78m2（其中计容建筑面积55575.54m2）,容
积率≤1.2，建筑密度≤24.9%，绿地率≥40.2%，停车位356个。2019年第
1期琼海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审议后原则同意该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为
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1、
公示时间：7个工作日（1月22日至1月30日）。2、公示地点：琼海市规划
委员会（http://xxgk.hainan.gov.cn/qhxxgk/ghw/）、海南日报和用
地现场。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qhsghwyh@126.
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
积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
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
0898-36869726，联系人：孙先生。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21日

关于督促重型货车等重点车辆及
时办理检验或注销等手续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

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第124号令）的有关规定，

现将逾期未检验、未报废的营转非大客、公路客运、

危化品、重型货车、挂车、专用校车予以通告（详见

海南省公安厅官网 http://ga.hainan.gov.cn/通

知公告栏查阅），请机动车所有人及时到车管部门

办理车辆检验业务和注销手续。

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2019年1月22日

海口美丽沙项目0803地块项目应用太阳能
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规划公示启事
海口美丽沙项目0803地块项目位于海甸岛西北部，属《海口美

丽沙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0803地块范围，规划用地面积49688平方
米，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居住用地。设计方案增设应用太阳能热水
系统，经图审机构《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方案审（复）核表》（琼A太阳
能核字[2018]022-1号）审查，可补偿建筑面积294.8平方米。根据
《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
人和公众的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9年01月23日至02月03日）。
2、公示地点：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ghw.haikou.

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口日报；海南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6房海口市规划委员会城市设计处，邮政编码：570311。（3）意见
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70，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规划委员会
2019年1月23日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桂林洋忠东小学搬迁的通告
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工

作部署，桂林洋忠东小学在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100米
道路红线范围内，为保障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顺利推
进，决定对桂林洋忠东小学进行搬迁，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桂林洋忠东小学现有学生全部分流桂林洋中心小学就读。
二、计划选址重建桂林洋忠东小学，建设标准不小于现有规

模，重建时间、选址另行安排。
三、由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片区范围内的评估公司

对桂林洋忠东小学资产进行评估，确保国有资产有序交接。
四、有关单位必须于2019年1月24日前完成桂林洋忠东小

学的搬迁工作，向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施工单位提交施
工作业面。

在搬迁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或有相关意见建议，请及时向区
政府、管委会有关单位反映。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海口桂林洋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19年1月23日
（联系人：杨玉忠，联系方式：0898-65710171）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关于灵山镇林昌小学搬迁的通告

根据海口市人民政府关于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工
作部署，灵山镇林昌小学在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100米
道路红线范围内，为保障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顺利推
进，决定对灵山镇林昌小学进行搬迁，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灵山镇林昌小学的现有学生全部分流灵山镇大昌小学就
读。

二、计划选址重建灵山镇林昌小学，建设标准不小于现有规
模，重建时间、选址另行安排。

三、由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片区范围内的评估公司
对灵山镇林昌小学资产进行评估，确保国有资产有序交接。

四、有关单位必须于2019年1月24日前完成灵山镇林昌小
学的搬迁工作，向白驹大道改造及东延长线项目施工单位提交施
工作业面。

在搬迁执行过程中，如遇到问题，或有相关意见建议，请及时
向区政府有关单位反映。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
2019年1月23日

（联系人：陈浩，联系方式：18117606539）

临时股东会召开通知
一、会议基本情况：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召开时间：

2019年2月10日晚上7：00-9：00；3、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
府路28号优盛大厦A座1802；4、出席对象：会议召开日持有公司
股权的股东，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参加表
决，该委托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5、表决方式：股东本人或
授权委托他人参加现场会议投票表决。二、会议审议事项：审议《关
于公司名称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关
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一》、《关于
公司董事变更的议案二》、《关于公司监事变更的议案》等。三、其
他：1、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
理。2、临时提案：临时提案请于本次会议召开10日前提交。

海南云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

本招标项目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
目和废旧 PS 版处置项目（项目编号：HNRBYSC- 2018- 3，
HNRBYSC-2018-4）已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
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员会评议，中标结果如下：

润版液采购项目：
第一中标人：海南友力润商贸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人：杭州濠江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人：海南隆冠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期：2019年1月22日至2019年1月24日，如对中标

人有异议的，可在公告时限内向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公开采购委员
会署名投诉。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陈先生0898-66810838

海南日报社印刷厂2018-2019年度润版液采购项目和废旧PS版处置项目中标公告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征询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土资美兰字[2019]40号

郭靖、郭精、黄秀莲持《房屋所有权证》（琼山房字第大致坡
970007号）、《土地权属来源证明》《公证书》（（2017）椰城证字第
2091号）等材料向我局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权属确认。该宗地位
于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镇园林巷，宗地四至为：北至巷道，南至园
林巷，东至巷道，西至郭运勋用地，土地总面积为178.99平方米，为
国有土地，拟将该宗地使用权权属确认给郭靖、郭精、黄秀莲。凡
对上述土地权属有异议的，自刊登之日起15天内，以书面形式并
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美兰分局申诉，逾期不主张申诉
则视该土地权属无异议，我局将依法对土地权属进行确认。

特此通告。
（此件依申请公开，联系人：王先生，电话：65360879）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9年1月18日

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受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委托，就以

下（采购编号:HNZC2018-083-005、校园房屋招租）项目所需的相关

服务，组织竞争性谈判，欢迎合格的国内供应商提交密封报价。招标内

容：（一）A包、经贸超市地址：学生食堂一楼东南侧（仅限室内占地）租

期：3年；（二）B包、复印店地址：第一教学楼一楼第8号楼梯间 租期：3

年；（三）C包、银行ATM机地址：第一教学楼一楼西南侧租期：3年。

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时间：2019年1月23 日起至2019年 1月25日

（上午9:00-12:00下午14:30-17:00）。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地点（联

系电话）：海口市国贸路 49 号中衡大厦 13 楼 A 座梁安伟先生

18976367180。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方式：报名购买，投标人身份证（正，复

印件）或授权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3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校园房屋招租竞争性谈判公告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8）琼0106执恢184号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8）琼0106执恢184号执
行裁定书，本院将于2019年2月20日10时至2019年2月21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海口
市国贸大道北侧（A5－3）九都别墅H座，起拍价：511万元，竞买
保证金：80万元。咨询时间：自2019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2
月15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展示看样时间：2019年
2月15日上午10点至11点（自行前往看样）。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9年2月20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
（1）上述标的物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由买受人承担；（3）
房产的交易及过户按海南省政策执行。咨询电话：0898－
66130025（司法技术室），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全国多地警方相继破获“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

揭秘“网络水军”删帖“产业链”

湖北省公安厅近日通报了一起
公安部督办的跨8省市特大“网络
水军”非法经营案，荆州警方抓获涉
案人员13人，初步查清涉案资金
3000余万元。福建莆田警方侦破
的“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中，查
清炒作网络舆情事件215起，关停
非法网站100个。

据警方介绍，“网络水军”主要
通过有偿删帖和恶意发帖等谋取暴
利，他们先与客户谈好需要删除多
少不利信息、在多少个站点发布多
少篇幅的负面信息等，然后利用掌
握的渠道资源进行删除或发布等。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水军”通
过多种手段达到删帖的目的。一是
彻底删除。这些帖文无法通过关键
词搜索到，输入此前的链接也无法
再打开网页。二是屏蔽。对搜索引
擎快照进行删除，虽然帖文内容仍

然存在，但通过关键词搜不出来，如
直接输入链接还可以打开网页。三
是替换。通过技术手段对搜索引擎
的部分快照进行更改，使相关帖文
的标题和快照内容变成完全无关的
内容，降低网民的点击意愿，以此达
到类似屏蔽的效果。另外，有些“网
络水军”发布委托人的正面帖文，并
利用流量点击、频繁转发等手段使
这些内容位于前端页面，使相关负
面信息“下沉”，降低负面信息的曝
光率。

“发帖”是“网络水军”另一种牟
利手段。警方调查发现，一些公司
为了商业竞争，雇佣“网络水军”批
量发布竞争对手的负面信息。例
如，厦门警方侦破的一起案件中，

“水军”多是利用资讯、问答、百科网
站或小视频软件等发布、推广负面
文章，帮助客户打击竞争对手。

记者调查发现，雇佣“网络水
军”的以企业居多，目的是为了在激
烈的商业竞争中获胜，或是为了消
除负面舆情。福建省莆田市公安局
城厢分局网安大队民警苏锋介绍，
曾有企业在参与政府项目竞标过程
中组织“网络水军”，大量发帖恶意
攻击，导致竞争对手失败并损失逾
百万元。

这些企业多数通过“公关公司”
雇佣“网络水军”。荆州警方先后查
处4家涉案“公关公司”，抓获犯罪
嫌疑人11名。这4家公司号称为
客户提供网上舆情优化服务，雇佣

“网络水军”批量清理对客户不利的
网络信息。

据了解，“网络水军”在一段时
间内舆情控制一般收费几十万元。
荆州查处的案件中，有时一个项目

收费多达100多万元。
“水军”接单后，会以委托企业

的名义向网站发函，申诉相关网帖
不实或侵权，提出如不删除将提起
诉讼，一些网站为减少麻烦就直接
删帖。

此外，“水军”还会贿赂网站管
理员、版主、吧主等。办案民警介
绍，有医院想删掉网上负面信息，诸
如“只需要花100块就能治好的病，
在这家医院花了好几百都没效果”
之类的内容，“水军”对接网站管理
员“给好处”删帖。“大的网站删一条
一般收两三千元，小网站一般收四
五百元。”这位民警说。

据了解，“水军”收益颇丰。有
团伙规定，成员月营业额超过10万
元的可提成25%，有的成员月提成
最高达7万多元。

为了提高收益，有的“网络水
军”团伙还自建网站，掌握信息发
布、删除权。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
刘某炜，通过自建或帮助他人建设
非法网站等手段，违规集纳、采编发
布负面信息，共掌握控制“今日中国
焦点”“民主法治网”“华人法治”“质
量中国网”等100个网站的信息发
布、删除权。

2018年1月至6月期间，钟某
玲、赵某玲、刘某兵等人以每条帖文
40元至50元的价格接单后，再以
每条帖文 20元至 30元的价格委
托刘某炜进行发帖。仅半年时间，
这一“水军”团伙就炒作事件215
起，有偿发布帖文近3000条，给涉
事个人、企业以及正常网络秩序造
成严重影响，刘某炜从中牟利30
余万元。

不少办案民警表示，由于网络
删帖即时性很强，已删除的帖文链
接无法打开，甚至正在进行的删帖
行为很多都是“秒删”，取证工作难
度极大。

周龙、苏锋等多位办案民警认
为，维护网络正常秩序必须强化“全
链条”治理，除打击“网络水军”之
外，对恶意雇佣“网络水军”发布虚
假信息的企业和个人，以及参与其
中的“公关公司”、网络管理员等，都
要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翼腾认为，对于“网络水军”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造成不利
影响和后果的，根据侵权责任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需要承担民事责任；通过信息
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
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
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可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进行处罚，达到《关于办
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程度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情

节和严重程度，可能构成非法经
营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和
其他刑事犯罪。

由于“网络水军”多是跨地区、
网络化开展行动，客观上增加了打
击难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俊海等多位专家建议，市场监管、
网信、公安等部门要形成监管合力，
建立长效监管合作机制，打造跨部
门、跨地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无
缝对接、有机衔接的打击“网络水
军”的合作机制。

（新华社武汉1月22日电 记
者梁建强 王成）

数千万元大案
揭“网络水军”删帖、发帖手段

几十万元“操控”舆情，有“水军”月提成7万多元

强化“全链条”治理，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

1月22日，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纪检干部和
税务部门稽查人员在一家超市检查是否有单位公
款购买购物卡情况。

春节临近，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纪委启动
节前专项监督检查行动，联合工商、税务等部门深
入酒店、礼品店、商场等场所进行集中抽查，严防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行为。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节前督查严防
“四风”抬头

1月22日，中建二局的建筑工人登上大巴车
准备返乡。

当日，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等单位在北京
举行2019年“一路平安，让爱回家”公益活动，
用大巴车将来自河南、河北等地的600余名在
京务工人员免费送回家乡，保证他们春节与家
人团聚。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免费大巴让爱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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