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National

2018 年 2 月 13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陈策 校对 / 邱名卿

13

为儿童
“邪典
邪典”
”视频提供传播平台

优酷爱奇艺等被查处
优酷爱奇艺等
被查处
广东宣判一涉黑刑
事案件

涉黑案主犯
二审获死缓

据新华社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12 日对陈志伟等 16 人犯组织、领导、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一案进行二审宣
判。判处主犯陈志伟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
民币 1000 万元，罚金人民币 1820 万元；
分别判决其他罪犯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二
年并处罚金。

广东女学生遭电信
诈骗案二审宣判

5主犯获刑

最高无期

据新华社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12 日对广东揭阳籍女学生蔡某某遭电信
诈骗案做出二审判决，驳回陈明慧、范治
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等 5 名诈骗主
犯的上诉，维持原审对陈明慧等 5 名诈骗
主犯的量刑。
被告人陈明慧、范治杰、高学忠、叶奇
峰、
熊运江诈骗，
熊运江危险驾驶，
林诗雅、
陈李亿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一案，
广东省揭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12 月 28 日
一审宣判，
被告人陈明慧犯诈骗罪，
判处无
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被告人范治杰、高学忠、叶奇峰
犯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至十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到六十万
元不等；
被告人熊运江犯诈骗罪、
危险驾驶
罪，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人
民币二十一万元；
被告人林诗雅、
陈林亿犯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
一年四个月，
并处罚金。
宣判后，
陈明慧等人提出上诉。广东
高院组成合议庭，
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广东高院认为，上诉人陈明慧、范治
杰、高学忠、叶奇锋、熊运江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
采用虚构事
实的方法，
通过利用
“钓鱼网站”
链接、
发送
诈骗信息、拨打诈骗电话等手段针对不特
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
罪，
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骗取包括多名未
成年人、在校学生在内的众多被害人的财
物，并造成一人自杀，情节特别严重，社会
危害性大，原审判决对其量刑适当。上诉
人林诗雅明知他人实施犯罪，仍多次提供
销售点终端机具（POS 机）协助转移赃款，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二审
根据查明的犯罪事实，认定其非法出售的
POS 机为诈骗犯罪转移资金的数额为 420
万元，
对其改判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我国
“一箭双星”
成功发射
据新华社电 按照全国“扫黄打非”工作
小组办公室的部署要求，近期，广东、北京两
地
“扫黄打非”
部门深入查办涉儿童邪典视频
案件。优酷、爱奇艺等一批为儿童“邪典”视
频提供传播平台的互联网企业被依法查处。
据介绍，
“扫黄打非”部门在依法从严查
处广州胤钧公司的同时，对与该公司开展业
务合作并提供传播平台的优酷、爱奇艺公
司，为该公司提供传播平台的腾讯公司立案
调查；对百度旗下“好看”视频存在传播儿童
邪典视频内容立案调查。北京、广东两地文
化执法部门近日作出相关行政处罚，责令上
述互联网企业改正违法违规行为，警告并处
以罚款。
经查，广州胤钧公司在未取得行政许可
的前提下，擅自从事网络视频制作、传播活

火爆荧屏的电视节目《国家宝
藏》将在故宫博物院举办特展，伴观
众们欢度春节，九大博物馆的 9 件文
物将在这里展示数字影像，是“让文
物活起来”
的探索和尝试。
同时，12 日上午，故宫博物院
与凤凰卫视宣布，双方共同研发的
《清明上河图》高科技艺术互动展演
即将完成。这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
画史上独一无二的作品，将通过“高
科技互动艺术展演”，在今年春夏与
市民见面。
北晚

动，用经典动画片中的角色玩偶实物及彩泥
粘土等制作道具，将制作过程拍成视频，或
将有关成品摆拍制作带有故事情节的视频，
上传至优酷、爱奇艺、腾讯等视频平台。该
公司 2016 年 11 月分别与优酷、爱奇艺视频
平台签订合同，利用“欢乐迪士尼”账号上传
视频，从中获利 220 余万元。经审核鉴定，
其中部分含有血腥、惊悚内容。日前，该案
已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查处，该公司营业执
照被依法吊销。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对
制作传播妨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有害信息
行为，将坚决从严打击，一经查实，绝不姑
息。各互联网企业务必履行好主体责任，深
入开展自查清理，不给淫秽色情、低俗暴力、
血腥恐怖等有害信息提供任何传播空间。

春节可来故宫
“寻找”9件国宝
360 度环绕全息立体《清明上
河图》也即将展出

春节至 2 月 25 日：
《国家宝藏》特展故宫联展
12 日上午，在故宫箭亭广场，单霁翔院长和
物院藏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一一呈现。
于蕾总导演共同为《国家宝藏》特展揭幕，同时，
展览现场邀请著名设计师王振飞担任展览
九大博物馆分展也同步启动，每座博物馆由特
总设计，借用了中国多宝槅的概念，共设 9“槅”，
展文物的今生守护人及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将
每个槅内放置“国宝盒子”，通过 LED 高清液晶
守护印信放置在特展文物展柜旁，并宣读守护
屏显示九件特展文物的样貌及细节。同时，设
誓言。至此，
《国家宝藏》第一季圆满收官。
计借用中国园林的手法，以特定的位置摆放盒
在箭亭广场，9 家博物馆推选出的 9 件文物
子，每个盒子只有一面为动态国宝展示，避免形
的数字影像当场揭晓。9 件国宝即故宫博物院
成图像之间的干扰，同时观者也需要“寻找”9 件
藏石鼓、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懿德太子墓壁画《阙
国宝，以此增加趣味感，观展的过程也是节目
楼仪仗图》、辽宁省博物馆藏唐摹王羲之一门书 “寻找国家宝藏”的真实反映。
翰卷、湖北省博物馆藏云梦睡虎地秦简、湖南省
故宫箭亭广场的特展为期两周，
覆盖2018年
博物馆藏皿方罍、河南博物院藏云纹铜禁、浙江
整个农历新年假期，
2 月 25 日结束。此次展览也
省博物馆藏玉琮、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南京博
是故宫博物院举行的规模较大的文物视觉联展。

今年春夏：动态《清明上河图》带您穿越宋都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故宫的 186
万件文物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五米多长的
画卷描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
牛、骡、驴等牲
畜，车、轿、大小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
色，用技术手段让画中的场景活起来，会让观众
更有身临其境的观展感受，
仿佛穿越到了宋代。
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表示，展演将让观
众在愉快的沉浸式体验中，最大程度地回到繁
华的北宋都市。据介绍，展演并非简单地将《清
明上河图》数字化，而是在尊重原作的学术基础
上，结合现代艺术表演语言进行再创作，将作品

的价值最大化地展现给大众。创制人员深入研
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欣赏习惯，艺术家团队以
逼真的舞台场景搭建和 360 度环绕的全息立体
空间，还原了《清明上河图》所展示的宋代人文
生活图景。
这里有虹桥 4D 球幕观影，观众可以看到舞
美实景搭建的孙羊店，
“漂”在画中的河流之上，
“走”到酒肆茶坊里面，观赏热闹的街景和两岸
风光。在展演中，大众将在沉浸式的体验感中，
最大程度地回到繁华的北宋都市，感受宋代艺
术之美，
回到《清明上河图》描述的北宋都城。

两颗北斗三号
全球组网卫星
据新华社电 2 月 12 日，我国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
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这是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的第三
次发射，也是农历鸡年中国航天的“收官
之战”
。

偷几个草莓
被罚 8 千元

大妈报案，超市防损
员涉嫌敲诈被捕
近日，家住北京石景山的王大妈来
到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某超市购物时
顺手拿了几个草莓，却被超市工作人员
周某罚款 8000 元，认为自己被敲诈了。
经检察机关审查，周某已因涉嫌敲诈勒
索罪被依法逮捕。
几天前，王大妈在某超市购买了一
斤草莓。在工作人员称重并在袋口处粘
贴了价签后，由于贪图小便宜，王大妈将
封好口的塑料袋打开，又装进去几个草
莓，
企图蒙混过关。
超市防损部内保员周某在超市内巡
视时，发现了王大妈的行为，便在收银台
拦住了她，
“你先别走，
跟我过来一下”
。
心虚的王大妈乖乖跟着周某到了办
公室，周某拿出草莓袋子一晃，王大妈便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行为。随后，周某严
肃地表示，如果家人不能来交罚款，便会
将王大妈送至公安局。
碍于面子，王大妈不想让家人知道，
周某便要求王大妈缴纳 1 万元的罚款，
王大妈回家取了仅有的 8000 元现金交
给了周某。
回到家，王大妈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于是来到了公安机关报案，随后，周某被
警方抓获。
事实上，根据超市的规定，即使有人
在超市偷窃被防损员发现，最多只是赔
偿物品价格的 10 倍，并且需要通过收银
台的“其他罚款”项目缴纳。如果不愿赔
偿，且偷窃物品金额巨大的，交由公安机
关处理。
周某称，因为王大妈年龄较大，可能
对超市规定不了解且法律意识淡薄，加
上王大妈在意面子，不想让家人知道此
事，
他便动起了歪脑筋，
想从中挣钱。
经石景山检察院审查认定，周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涉嫌敲诈勒索罪，依法批
准逮捕。
钟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