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贴吧等52家网站
因涉黑涉暴被调查

在网上，也不是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据新华社北京!月"日电

记者5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获悉，继查处新浪网
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之
后，总局相关部门正在对百
度贴吧、网易博客、土豆网、
道客巴巴等52家网站涉嫌登
载传播涉黑、涉暴、涉淫秽色
情违法违规网络出版物行为
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
做出处罚，追究其民事与刑
事责任。

据了解，这些网站都涉嫌

登载《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
系列、《黑暗童话》系列、《邪恶
童话》系列等涉黑、涉暴、涉淫
秽色情内容而被调查。今年以
来，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
涉黑、涉暴、涉淫秽色情违法
违规网络出版活动保持了高
压态势，坚持追究违法违规网
站责任。截至目前，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已责令查禁涉
黑、涉暴、涉淫秽色情违法违
规网络出版物122种，并追究
93家涉案网站责任。

2013年4月7日晚22时30分，@深圳
南山公安发布一则“白萝卜加醋有效治
疗外阴瘙痒”的微博，该帖文称：“【晚安】
白萝卜加醋，提前将白萝卜榨成汁备用，
每天晚上先用醋酸清洗阴部，之后用白
萝卜汁擦洗，也可深入擦洗，此种方法可
有效治疗外阴瘙痒、白带过多等症状。”

8日早晨8时46分，南山公安在其官
方微博上道歉，称7日晚的晚安微博是由
于操作失误引起的。南山警方向网民表
示“深切的反省和诚挚的道歉”，并表示
以后将继续努力向网民传递南山警方最
新动态，提供更贴心的服务，不再发生此
类情况。 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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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提建议，岳阳官微竟以粗口回应
被网络炒热后，该官微正式公开道歉，责任人被严厉批评
细细一检索，一年来各地官微闹出的“乌龙”事件还真不少
政府官方微博骂人，甚至说出

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这一事
件看似偶然，其实并不罕见。据不
完全统计，仅去年以来就有多个
地方政府部门的官微出现了类似
的“乌龙”事件。如福州旅游局官
微骂记者赚黑心钱总会遭报应；
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交警官微私信
称网友白痴；记者曝光安徽东至
县环保局公车私用被晒名字长达
10天等。而“乌龙”之后，大多官微
紧接着道歉或辩解。

在网上，真不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23案81名被告受审
9人死刑3人死缓

新疆集中宣判一批涉暴恐案件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月"

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
级人民法院在5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公布：6月5日，乌
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
等六地州市人民法院一审对
23案81名刑事被告人集中进
行了公开宣判，分别以组织、
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意
杀人罪，放火罪等依法判处
各被告人死刑、无期徒刑及
有期徒刑。其中9名被告人被
判处死刑，3名被判处死刑缓
期两年执行。

在这23起案件中，涉组
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故
意杀人罪、放火罪，非法制造、
储存、运输爆炸物罪，抢夺枪支
罪、故意伤害罪的有13案68
人，制作、传播暴恐音视频，涉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传
授犯罪方法罪的有10案13人。

这批案件中所涉暴力恐
怖、宗教极端、制枪制爆、制
造、传播涉暴恐音视频等犯
罪，是新疆开展的严打暴恐犯
罪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当日对4起典
型案例进行了公布。

阿布地巴斯依提·喀地尔

等4名被告人多次实施暴力恐
怖犯罪，先后杀害、伤害无辜
群众多人，放火毁损公私财
物，对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重大威胁和损害，
均被依法判处死刑。

阿不都艾则孜·买合木提
等17名被告人多次大量制造
爆炸装置，预谋对派出所和乡
政府实施暴力恐怖袭击，致一
名公安民警重伤，被分别判处
死刑缓期2年执行、无期徒刑
至有期徒刑不等。

被告人奴尔买买提·阿布
都克依木在境外参加恐怖组
织，返回境内后传播宗教极端
思想，传授制爆技术，发展组
织成员，预谋实施暴恐犯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另两名团伙成员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被告人吐尔贡·吾普尔等
2人通过互联网、微信群给多
人发布大量具有涉暴力恐怖、
宗教极端和煽动民族仇恨、民
族歧视等内容的信息，公开煽
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根据
犯罪情节，两被告人被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10年和有期徒刑
5年。

2014年6月4日，岳阳市政府门户
网站官方微博就爆粗口攻击网友公开
致歉。致歉信说，6月3日上午，岳阳市
政府门户网站微博管理员何云峰将个
人与网友互动的信息错误发送到官方
微博上，称投诉问题的环保志愿者为
“环保绿茶婊”，其言语粗俗，素养低
下，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事情发生
后，岳阳市政府已对当事人何云峰进
行免职降级处理，调离原工作岗位；对
负有管理责任的市电子政务办主任谢
芳茂、分管副主任宋建武进行诫勉谈
话，提出严厉批评。
据了解，被岳阳市官微称为“绿茶

婊”的是52岁的男性公民彭祥林。6月
2日，彭祥林和几名环保志愿者在东
洞庭湖保护区发现一处垃圾场离河面
不到100米，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入
自己的微博，并“@”了岳阳市政府门
户网站官方微博。没想到这个官微回
复说：“烧不得，埋不得，堆到原博和你
这个环保绿茶婊家去吧！”

岳阳政府网微博骂
网友“环保绿茶婊”

2013年10月25日8时57分，福州
市旅游局官方微博在评论网友“雪梨
柚”的帖子时称，“赚黑心钱，说谎，总
会遭报应的。最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一
听说哪里报道有钱啦，狗一样的跑过
去……就会挑黄黑腐这种容易红的新
闻，沽名钓誉。”

中午12时30分左右，福州市旅游
局官方微博再次发声，称“关于对新快
报记者事件的评论，并非福州市旅游
局官方意见发布，具体事件原因已在
调查。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福州市旅
游局对广大网友特别是媒体记者诚挚
的道歉。”

福州旅游局官微
骂记者为狗

2013年11月6日，“榆林公安”在微
博上发布了一条“尸源寻找”的公告，微
博正文详细描述了该死者的大致年龄、
衣着特征，在后面的介绍中，有“陕北口
音，自称榆林吴堡人……”的文字，引来

网友围观吐槽。
事后，榆林公安官微就“尸体说话”

致歉称，这可能和民警疏忽大意有关，并
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
理解。”

警方雷人微博：女尸陕北口音自称榆林吴堡人

2013年12月31日，安徽合肥一纸
媒曝光池州市东至县环保局公车私用，
就在当晚，该报道记者的名字被东至县
环保局官方微博“@东至环保”莫名晒
了出来，微博内容只有“方佳伟”三个
字。直到2014年1月9日下午，人民网安
徽频道记者采访后，该条微博才被管理
员删除。

1月9日晚，此事经人民网安徽频道
独家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当晚23
时46分，东至县环保局发微博对记者方
佳伟公开道歉。微博中称：“去年12月31
日，记者方佳伟通过微博反映我局一公
车私用，后我局官方微博发布一条内容
仅有记者姓名的微博，由此造成的负面
影响表示真诚的道歉！”

记者曝光环保局公车私用被官微晒名字10天

2013年12月15日凌晨，网民“猫猫
懒懒”的网友在天涯论坛、广西红豆社区
等多个论坛发帖称，因为不明白交通违
章的处理依据，遂向广西玉林市博白县
交警的官方微博咨询，结果被对方通过
私信回复“你个白痴”。

据新华社报道，在认证为“广西博白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官方微博”的“博

白交警”私信一栏里，有“请你查看一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五款规定：路边停车
应当紧靠道路右侧。你个白痴。”的内容。

此事报道后，玉林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对本次事件的当事民警通报批
评，同时向网民“猫猫懒懒”和社会各界
朋友真诚地道歉。

广西博白交警官微回应网友提问：你个白痴

深圳南山公安警方微博发“洗阴帖”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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