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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行业主管部门
依据《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通过下发特急文件、约谈相关
公司负责人等一系列举措，针对近期一些网络
视听节目制作、播出不规范的问题进行处理。

近年来，从事网络视听内容“二次创作”的
个人、机构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然而，在“二
次创作”热浪袭来的同时，乱象也随之出现。
由于“二次创作”的门槛较低，团队蜂拥而至，
市场急剧扩容，出现了大量侵犯肖像权、著作

权、名誉权的事件。更有甚者，在“二次创作”
的内容中丑化他人形象、矮化英雄人物、恶搞
经典作品、伤害民族情感、颠覆历史传统，造
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种种低俗化表达和恶趣
化传播的行为折射出创作者版权意识的淡
薄、法律知识的缺失和价值取向的偏颇。

对此，行业主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
策、法规，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内容创作传
播秩序，明确“不得擅自对经典文艺作品、广
播影视节目、网络原创视听节目重新剪辑、

重新配音、重配字幕”，针对非法抓取、剪拼
改编、丑化恶搞的“二次创作”行为进行监
管，从顶层推动国内网络版权市场的规范。
平台方开始着力加强对用户上传内容的版
权审查，制作方也普遍谋求内容产品的转型
升级。可以预见，未来留给违法违规“二次
创作”内容的生存空间将越发狭小，盗版泛
滥、随意侵权将得到遏制。

对普通用户而言，在网络表达时应自觉
做到不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专业团队而

言，在创作生产时应牢固树立版权意识，规
避政策风险，破除无效供给；对平台而言，应
从技术和理念维度加强网络内容的审核、分
发机制建设；对监管方而言，应坚持用法治
化手段，在严格执行相关法规标准的同时落
实和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互联网不是法外
之地，产业各方应当将遵循我国法律法规作
为“二次创作”的前提，让自主创新成为驱动
全产业链升级的核心力量，进一步激发正能
量，建设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 （光明）

据媒体报道，记者经过两个多月的持续
追踪调查发现，在多个网络游戏平台里，一些
看上去只是为了娱乐的游戏，却暗藏着一个
个看不见赌徒的赌局，赌博参与者利用网络
游戏外衣，在游戏中豪赌。APP 里有众多俱
乐部，为吸引会员还打出“毕竟挣一百万比赢
一百万难多了”的口号。而有月入过万的玩
家不到半年就输光积蓄，还欠了一身债。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以营利为目的，在
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
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将构成开设赌场
罪。通过赌博 APP 组建俱乐部，招揽会员，
为玩家更换筹码，抽取服务费的行为无疑是
典型的开设赌场，哪怕没有营利行为，也构
成聚众赌博。

根据《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APP 提供者和应用商店不得利用
APP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侵
犯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
得利用 APP 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
禁止的信息内容。同时，应用商店还应对应
用程序进行真实性、安全性、合法性审查，督
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应用程序，发布
合法信息内容。

根据报道，这些赌博 APP 通过应用商店
均可正常下载，一些俱乐部公然在网络上招
募新的会员，甚至在朋友圈发布赌博赢钱的
口号。由此可以窥见，相关应用商店未尽到
起码的审核把关义务，进而导致这些赌博
APP 在网络上招摇过市。要知道，明知他人
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
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可能

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
由于互联网的传播范围更广，参与人员

更多，赌博 APP 的危害性自然会更大。作为
应用商店等互联网平台，应担负其应有的社
会责任，切实履行应有的审核、监管、屏蔽、
报告责任，不给赌博 APP 上架机会。

作为监管部门，应强化执法力度，提升
监管穿透力，对 APP 进行实质性审查，做到
全链条监管，让赌博 APP 没有藏身之地。同
时密织监管网络，落实网络实名制、支付实
名制，进而既发挥事前威慑作用，又能及时
发现违法迹象，梳理汇总涉案金额，确保有
效 追 责 。 还 有 必 要 根 据 已 经 案 发 的 涉 赌
APP 顺藤摸瓜，倒查软件开发者和推广者，
进而对赌博 APP 形成围剿之势，还互联网一
片净土。 （法报）

手机软件须防赌博见缝插针

左右为难
近日，西安某学院一名在校学生反

映，该校二十周年校庆之际，其所在班级
辅导员要求学生捐款，最低 10 元，不捐将
会取消入党、评优资格。校方回应称只是
倡议自愿捐赠，从来没有发过强制学生捐
款的文件。究竟是学校授意辅导员传达
相关指令，还是辅导员自己曲解了校方本
意？抑或是学生在扯谎？虽然各执一词，
但从以往事例来看，很多时候，人们都是
在某种力量约束之下的“自愿”。 （工人）

地产广告
也得有节操

近日，一条地产广告引发争议。4 月 14 日，品牌研究自
媒体“EC 品牌观察”通过微博发布了一张地产项目“中梁·金
坛壹号院”广告截图。这张广告画面中心为两名白衣小女孩
躺在绿色草坪上亲密交谈，而左侧的文案则以醒目字体写着

“女儿的闺蜜是局长千金”。
部分房地产公司的社会价值观偏狭，为了销售楼盘而无

所不用其极。类似这样的楼盘广告还有很多，有些还会采用
一些低俗、博眼球的字眼。对于这类广告，要依照广告法规
对其依法进行处罚，责令其向公众道歉，并做出深刻的检讨
和整改。 （新京）

“鬼市”暗藏过期药
不能放任

据媒体报道，天津复兴路东侧一片棚户区的空地，每周
六就形成人们约定俗成的“鬼市”。而在“鬼市”里，有十几
名卖药人的“固定摊位”，其中的很多过期药品无论种类，都
卖一元钱一盒。

“鬼市”暗藏存在的过期药售卖问题，不能大意更不能放
任。据医生介绍，药品过期后，其有效成分含量降低，有时甚
至会导致药品化学成分改变，对人体产生损害，也就意味着
不治病反致病。从法律层面讲，根据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
售卖过期药也是严重违法的行为。因此，对过期药不仅要妥
善处理，对售卖过期药的更须谨慎对待。 （新京）

遏制证书挂靠
监管部门要动真格
近日，住建部曝光 9 人因工作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

被撤销造价工程师注册。他们是俗称的“挂证族”，将个人职
业资格证书挂靠到其他工作单位，获得报酬或其他利益。

“证书挂靠”乱象折射出相关监管力的不足以及行业只
认证不认人的认证制度弊病。铲除“证书挂靠”乱象，一方
面，行业主管部门应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必须从资
质审核、招标监管入手，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加大监管和处罚
力度，一旦发现有“挂证”行为，不但要处罚借证的企业，还
要处罚“挂证”的个人，对违规人员处以撤销注册、罚款等措
施。 监管动真格，动是第一步，而真格才是关键。 （工人）

交通法规面前
没有强弱之分
“交警同志，这种情况下对方一点责

任都没有吗？”近日，一则视频在网络上走
红，视频中面对交警的定责，一男子一遍
一遍地追问。这则视频来自 3 月 31 日在
浙江省金华金一个交叉口发生的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电动车自南往北闯红灯进入
路口后，与自西向东正常行驶的小轿车发
生碰撞，电动车驾驶人章某受伤。最后交
警给出的认定是电动车驾驶人负全责。

通过这件事，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
是非机动车驾驶人仗着自己弱者的身份，
在马路上屡屡交通违法、不文明行驶而造
成交通事故。而一旦非机动车和机动车
发生了交通事故，很多非机动车驾驶人也
不管自己有没有交通违法，占不占理，就
以自己弱势身份向对方进行索赔，有些机
动车驾驶人成为事实上的弱者作恶。

正如有些网友所说，机动车是“铁包
肉”，非机动车是“肉包铁”，所以双方一旦
发生剐蹭、碰撞等交通事故，客观上非机动
车确实处于弱势一方的境地。为此，国家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交通事故赔偿
规定中，已经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有所倾斜。

然而，作为非机动车驾驶人，不能在
现实生活中把弱势当成自己的护身符，而
不把交通法规和交通文明放在眼里，在马
路上横冲直撞，然后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就
以弱势身份来寻求免责。这样的想法不
但会把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也会对其他车
辆、行人的安全带来极大威胁。而现在交
警的执法标准也越来越严格，非机动车驾
驶人的这种如意算盘也多数落空，这有利
于遏制“弱者作恶”现象。 （法制）

网络视听“二次创作”也须依法依规

想快速赚大钱，4 名来自 4 个省份的男
子在网上邀约到四川省绵阳市，预谋绑架当
地一公司老总并进行勒索。当 4 名男子还在
寻找下手机会时，接到线索的绵阳市涪城警
方经过 7 小时工作将他们抓获。

4 月 13 日 15 时，绵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
接到线索：有一伙嫌疑人邀约，准备在绵阳
市预谋实施绑架勒索。接到线索后，网安支
队高度重视，立即向涪城公安分局通报相关
情况。分局在刑侦、网安等警种的配合下成
立专案组开展调查工作。

专案组通过侦查发现，4 月初，犯罪嫌疑
人黄某在网上发布信息，邀约“有志之士”来
绵阳“干一大票”：在绵阳绑架有钱老板并勒
索钱财。消息发出后，犯罪嫌疑人侯某某、
林某某积极“响应”，并邀约嫌疑人常某某一
同来到绵阳与黄某先期接触。期间，黄某提
出以绵阳一企业老板张某为目标，由侯某
某、林某某、常某某实施绑架，作案后由黄某
出车、出看管场地，并对张某进行绑架勒
索。按照不同分工，4 名嫌疑人正秘密进行
着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对张某进行连续跟

踪，待时机成熟后便伺机作案。
专案组通过分析，3 个小时就明确犯罪

嫌疑人身份信息。13 日 22 时许，在进一步锁
定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后，经过蹲守走访，专
案民警在绵阳市涪城区金菊街一宾馆附近
将犯罪嫌疑人侯某某（男，25 岁，山西省翼城
县南梁镇人）、常某某（男，45 岁，甘肃省兰州
市西固区人）、黄某（男，31 岁，绵阳市盐亭县
三元乡人）、林某某（男，32 岁，浙江省慈溪市
观海卫镇人）成功抓获。

经查，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因在网上找

工作被骗，出于想挣大钱的心理，于 4 月初在
网上发起邀约网友“干一票”的信息，并成功
在网上邀约有同样想法的常某某、侯某某、林
某某等人，4人决定以绵阳一企业老板张某为
目标，预谋由侯某某、林某某、林某某实施绑
架，作案后由黄某出车、出看管场地，对张某
进行绑架勒索，因一直未掌握张某行踪，故四
人对张某进行跟踪，准备伺机对张某下手。
没有想到，还未来得及作案，就被公安机关全
部抓获。目前，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成商）

爱吃零食
夫妻偷寺庙供品
安徽一对夫妻涉嫌盗窃被刑拘

4 月 4 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板桥派出所接到如
龙寺僧人的报警，放在大雄宝殿内供桌前的 10 斤金龙鱼调
和油、10 斤面、水果、饼干和糖等供品被人拿走了。

接警后民警通过监控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名嫌疑人，这两
个人是前后进入大殿，看了供桌后，就去拜了佛像，然后又

回到供品区，不停左顾右盼，接着在嫌疑男子的掩护下，女

的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只黑色塑料袋，将供桌上的油、糖、
面等供品放入袋中。经过视频追踪，民警成功抓获这两名嫌
疑人。经审讯，54 岁的男性嫌疑人闫某和 49 岁的女性嫌疑
人于某是夫妻，当天开着车从安徽老家来到临安游玩。之所
以偷供品，于某说平时她和丈夫开面包车做点小买卖，生意
一直不好，而自己又特别喜欢吃零食，又不舍得买。所以丈
夫提议到临安寺庙游玩时拿点供品，自己就同意了。就这样
夫妻俩一口气偷了 3 座寺庙的供品。

目前，嫌疑人闫某和于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刑拘。（上电）

专偷门口鞋子
称“感觉很刺激”

江苏一小伙再次作案时被抓现行

江苏南京一小伙，偏偏对别人鞋架上的鞋子感兴趣，结
果被抓了个现行。

4 月 15 日晚，南京市中央门派出所接到报警称，一公寓
楼内有人偷鞋子被抓住。民警接报后赶往现场，看到一名小
伙子被住户们围在中间。民警调阅住户安装在楼道内的监
控看到，4 月 5 日晚，偷鞋子的这名男子在楼道内左顾右盼，
确定楼道没有人，便对住户放在门口鞋架上的鞋子开始“挑
选”，他拿起鞋架上的一双女式鞋子，看了看牌子，似乎不合
心意，放下后转身离开。但是没一分钟，他又回来了，拿起

鞋架倒数第二排的一双女士跑步鞋就离开了。

监控显示，4 月 15 日夜晚，那名男子又来到了鞋架前，拿
起一双运动鞋对着楼道的光仔细看着鞋舌，好像不合适，又

放了回去。然后他蹲下，像在商场选鞋子似的，看着鞋架上

的鞋子。这一幕正好被安装在家门口的监控探头拍下来了，

主人通过手机里的监控看得一清二楚，并当场将他抓住。

经审查，偷鞋者姓余，自 4 月 5 日以来，多次趁夜晚无人

之际，来到鼓楼区一公寓楼内，盗窃住户放在楼道鞋架上的
“亚瑟士”“耐克”“阿迪达斯”等外国品牌的运动鞋，国产品
牌不入他的“法眼”。被偷的运动鞋在余某的家中都被查
获，当问到为什么偷鞋子时，余某说第一次偷了后感觉很刺

激，于是就有了第二次和第三次 ……目前，余某已被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现快）

赌博案牵出网络卖家

2017 年 7 月，马鞍山市含山县公安局在
办理一起聚众赌博案中，民警偶然得知，犯
罪嫌疑人王某平日里喜欢上山用气枪打
猎。这个王某是如何非法持有气枪的？消
耗量较大的气枪铅质子弹又是如何源源不

断得到补充的？带着种种疑问，办案民警在

深挖中发现，王某通过微信多次向微信好友

“流泪的刺猬”求购气枪、铅质子弹。于是，

警方围绕“流泪的刺猬”展开调查，成功锁定

其真实身份为马鞍山市含山县居民过某。

据过某交代，他的铅质子弹主要来自

一名网名为“金恩”的男子蒋某，此人在圈

内小有名气。去年 7 月 26 日，警方在江西

赣州将蒋某抓获，但蒋某仅仅是个铅质子

弹买卖的“中间商”。

货单现玄机制销链条

在调阅蒋某转账记录的工作中，警方发

现蒋某频繁汇款给一个网名叫“老卡”的人。

8月初，专案组赶到湖南怀化。在当地警方配

合下，警方发现“老卡”的一张银行卡于5月份

在怀化市麻阳县黄桑乡有一笔柜面交易。据

此专案组推测可能就是黄桑乡人。经查，“老

卡”姓郑，26 岁。8 月 11 日，警方在郑某的家

中将其成功抓获，并现场缴获仿真枪一支，可

郑某的货源也是来自多个上家。

专案组决定调整思路，从含山的第一

张物流单查起，在对涉案人的近千张物流

单梳理后，主要发货地都指向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警方发现，郑某交代的网名

为“小鸡一手商”的神秘商家也长期在云南
楚雄活动。种种迹象表明，云南楚雄很有
可能就藏有一个生产、销售铅质子弹的重
要窝点。

千里追源头剿灭“军工厂”

专案组立即奔赴 2000 公里外的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通过对物流公司上千份
单据筛查，警方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发货、
藏身的出租屋，最终确定了 6 人犯罪团伙。

去年 9 月 8 日晚，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专案组现场抓获以“小鸡一手商”胡某
为首的 6 名犯罪嫌疑人，缴获各型成品铅质
子弹 5000 余发。在随后的审讯中，犯罪嫌
疑人交代：他们在 20 多公里外的深山里有
一个铅质子弹加工点。专案组连夜赶往这
个加工窝点，现场缴获各型成品铅质子弹
5000 余发，原材料铅丝 70 余千克以及多套
加工设备。

经过审讯警方得知：胡某等人自 2017
年年初开始，利用手工小作坊制造、销售铅
质子弹，团伙里的 6 人按照销售联络、包装
邮寄、生产加工等环节分工明确。他们反
侦查意识极强。在巨大利益的刺激下，胡
某等人在 8 个月疯狂制造铅质子弹 70 余万
发，销往地遍布黑龙江、四川、广东、安徽、
上海等全国近 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由于涉案面巨大，在主要犯罪嫌疑人归
案后，含山警方又展开繁重的销售线路梳理
工作，并将相关线索交由公安部发往各省
警方侦查。截至 2018 年 4 月 13 日，涉案 30
人已被全部移送检察机关，其中胡某等主犯
已被法院判处 7 至 10 年有期徒刑。（中安）

4男网上邀约绑架勒索一老总
还没下手就被四川警方抓获

警方缴获的赃物警方缴获的赃物

8个月造子弹70万发
安徽警方端掉特大地下“军工厂”

8个月疯狂制造铅质子弹 70 余
万发，买家遍布黑龙江、四川、

广东、安徽、上海等全国近 30 个省份，
整个犯罪链条采取公司化考核模式

“高效”运转。近日，安徽马鞍山警方
宣布，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7·12”特
大 网 络 制 贩 弹 药
案 ，移 送 起 诉 犯 罪
嫌疑人30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