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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郄建荣

　　

　　名为“小喵”的直播平台实为黄赌交织的

犯罪平台。“小喵”直播平台将服务器设在境

外，境内团伙组织女主播进行淫秽色情表演，

引诱会员参与赌博。参与“黄播”的女主播中

未成年人占21%，观看打赏和参与赌博的会

员中近30%为未成年人。这是《法治日报》记

者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今天通报的一起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中了解到的细节。

　　包括这起案件在内，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今天共通报9起典型案件，均为“护苗

2021”专项行动通报的第二批典型案例，其中

包括网络案件5起、相关事件1起、非法出版物

案件3起。

　　据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透露，今年3

月，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公安局对“小喵”

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有关线索立

案侦查。商水县公安局查实，“小喵”直播平

台涉案人员包括高级代理、代理、主播代

理、主播、主播组织者、洗钱和资金结算平

台等。

　　“小喵”直播平台犯罪事实被查清后，当

地公安机关打掉了包装成文化传媒公司的主

播窝点3个、洗钱团伙两个，解救未成年人6

名，扣押涉案车辆7台以及一大批涉案物品，

追缴赃款297.3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06名，

其中，刑事拘留83人、取保候审9人（包括1名

未成年人），对被强迫参与、涉案程度不深的7

名未成年人不作犯罪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与河南商水这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类似的案件，还有浙江临海破获的彭某某

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安徽来安查办

的“1·27”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安徽来安“1·27”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案中，来安县公安机关侦查发现，2020年以

来，犯罪嫌疑人苏某通过自建网站定期发布

淫秽视频缩略截图，将网址和登录密码发至

多个QQ群，群成员看中截图后，苏某以每部

视频1元至20元的价格销售。此案共打掉涉

案网站1个、QQ群20余个，查获淫秽视频4.3

万余部、淫秽图片37.2万余张、淫秽文章1.2

万余篇。目前，马某飞、王某翰、胡某、苏某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查

办中。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今天通报的案件

还有天津查处的百酷网络公司提供含有宣扬

淫秽内容的网络动漫产品案、北京查处的某

公司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

湖南郴州处置的中考查分网站被境外不法网

站“碰瓷”引流事件、河南杞县查办的“2·21”

制售盗版教辅案、广西灵山查办的邓某销售

侵权复制品案、湖北襄阳查处的刘某某涉嫌

侵犯著作权案等。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指出，“护苗

2021”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地“扫黄打非”部

门以实施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契机，

认真组织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和涉未成年

人网络文化环境专项整治，大力查缴含有淫

秽色情、暴力、恐怖、迷信等内容以及非法出

版、侵权盗版的少儿出版物，持续清理网络音

视频、游戏、动漫、小说领域中妨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的内容，快速、稳妥查处各类案

事件。

　　据统计，今年1月至8月，全国累计查缴非

法有害少儿出版物109万余件、盗版教材教辅

172万余件；查删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恶俗等

有害不良信息3000余万条。

　　据介绍，各地“扫黄打非”部门高度重视

“护苗”案件线索收集、研判、核查和处置。其

中，北京、天津、福建、上海、河北、宁夏等多地

网信、文化执法部门查办了一大批行政案件；

浙江、安徽、四川、江苏、河南、辽宁、湖南、湖

北、陕西等地成功查办多起“护苗”刑事案件，

有力打击了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

为，有效净化了社会文化环境。

　　本报北京9月16日讯  

多地重拳出击查办多起“护苗”刑事案件

“小喵”直播平台坑害未成年人被捣毁　　本报讯 记者赵婕 9月14日，全国第二

批法院队伍教育整顿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交流

座谈会召开。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

副院长、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荣出

席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重

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政法机关队伍教育

整顿监督执纪执法工作座谈会要求，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部

署，压实责任，形成合力，确保查纠整改环节

组织查处工作有序推进，推动第二批教育整顿

取得实效。

　　贺荣围绕推动教育整顿中落实主体责

任、直接责任，与纪检监察部门建立协调、协

作配合机制，强调在四方面形成合力。

　　一是在筑牢政治忠诚、做到“两个维护”

上，形成加强法院系统政治建设的合力。突

出政治教育引领，把政治教育、警示教育、英

模教育贯穿全过程，把查纠整改、执纪执法的

实际成效作为检验“两个维护”的重要方面。

　　二是在自觉增强做好查纠整改责任感使

命感、压实责任上，形成推动工作落实的合

力。做好两个批次、三个环节的工作衔接，统

筹抓好自查自纠、组织查处、顽疾整治等任

务，落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直接责任，与

纪检监察部门的政治监督责任形成合力。

　　三是在建立完善有序有效的执纪执法

工作机制上形成合力。精准运用“自查从

宽、被查从严”政策，依纪依法，实事求是，

严格程序要求和纪律要求，对重点典型案

件挂牌督办，坚持刀刃向内，坚决清除害群

之马。

　　四是在统筹推进顽疾整治、建章立制上

形成合力。紧扣第一批教育整顿中发现的普

遍问题、第二批教育整顿整治的重点问题以

及执纪执法中发现的典型问题，边查边治边

建，加强顶层设计，实现常治长效。认真落实

全国教育整顿领导小组部署的专题调研和

建章立制任务，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确保教育整顿取得实效。

贺荣出席第二批法院队伍教育整顿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交流座谈会强调

压实责任形成合力推动教育整顿走深走实

“扫黄打非·护苗2021”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董凡超 中秋小长假即

将来临，全国将迎来旅游探亲出行小高峰，

交通流量攀升，交通安全风险突出。近日，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研判分析了今年中秋节假

期交通安全形势风险，发出交通安全预警

提示。

　　通过研判，中秋节假期全国道路交通存

在短途探亲出行交通安全风险、农村地区事

故风险、酒驾醉驾等违法肇事风险、假期夜

间及返程通行安全风险、恶劣天气交通安全

风险等突出风险。

　　公安部交管局要求各地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加强风险研判，准确把握假期交通安全

形势，着力防范化解规律性出行风险，加强

路面管控，始终保持事故多发路段、时段严

管高压态势，严查“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

等重点违法行为，加强宣传引导预警提示，

全力确保人民群众假期出行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和节日

出行群众，假期出行应提前规划，及时了解

交通路况信息和交通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

行时间和交通方式。

公安部发出中秋小长假交通安全预警

　　本报北京9月16日讯 记者张雪泓 9月

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为海淀区人民法

院授牌“北京法院科技创新审判特色人才高

地”。据悉，这是北京法院第四个特色人才高

地，也是全市首家基层法院特色人才高地。

　　近年来，结合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

的功能定位，海淀法院在推进“科技创新审

判特色人才高地”建设中，全面发挥人才优

势，创新涉及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各类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服务辖区高质量发展。

　　海淀法院院长邵明艳说，海淀法院将以高

层次专业化人才培养为牵引，努力实现科技创

新相关审判领域人才总量倍增、人才梯次配备

更加充足、专业结构更加完备的建设目标。

　　北京高院副院长刘双玉说，全市法院要

统一思想认识、统一行动步调，共同努力完

成“特色人才高地”建设工作。

　　据了解，“特色人才高地”建设是北京高

院党组立足北京区位优势、着眼人才队伍长

远发展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按照计划，

2022年前，北京法院要建成10个左右“特色

人才高地”。

北京首家基层法院特色人才高地挂牌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甘肃高院‘代表委员之家’建得好、用

得好，今天是第一次‘家庭会议’，家里人不

说客套话，敞开心扉谈一谈。”全国人大代

表范鹏在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代表委员

之家”参加座谈会时说。

  近日，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代表委

员之家”正式挂牌成立。甘肃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马青林，甘肃省政

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陈青，甘肃高院党

组书记、院长张海波共同为“代表委员之

家”揭牌。

  张海波表示，设立“代表委员之家”，是

甘肃高院主动接受监督，优化代表、委员履

职服务保障的实际举措。

  据介绍，甘肃高院“代表委员之家”具

备会见、展示、查询、办公等一系列功能，目

前已经建成代表委员集约化管理、案件查

询等平台，代表委员可以在这里会见法官、

了解关注案件、开展监督工作等，为代表委

员深度了解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提供

了场所和平台。同时设置休息区域，让代表

委员真正有家的感觉。

  揭牌仪式上，马青林指出，建立“代表

委员之家”，是甘肃高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积极为人大代表在法院履职

提供方便，充分表明甘肃高院主动接受人

大监督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据悉，甘肃高院将把“代表委员之家”

打造成代表委员深度参与、广纳民意、零距

离监督的履职平台，让代表委员通过“代表

委员之家”深度参与法院工作，更加深入了

解法院工作，更好开展监督工作。

  甘肃高院“代表委员之家”挂牌后，随即

在此召开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座谈会，邀请

全国人大代表范鹏、全国政协委员张萍等部

分代表委员走进法院，面对面倾听对法院工

作及第二批教育整顿的意见建议。

  范鹏表示，甘肃高院对教育整顿很重

视，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顽瘴痼疾，坚决

清除害群之马。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坚定信

念，本着教育大多数、惩治极少数的原则，

实事求是开展好教育整顿。

  甘肃高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马剑勇

表示，甘肃高院将继续坚持和完善开门纳

谏长效工作机制，坦诚接受代表委员提出

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及时反馈，努力从

人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

方改起，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甘肃高院设立“代表委员之家”主动接受监督

  本报南京9月16日电 记者丁国锋 通

讯员韩立勇 刘松茂 今天，江苏省南京市

玄武区人民检察院集中公开对5起案件15名

犯罪嫌疑人（单位）宣布不起诉。公开宣布不

起诉案件是司法公开的创新之举，彰显了法

治精神，对犯罪嫌疑人也是一次重要的法治

教育。

  经查，2017年2月和6月，张某军两次在

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经叶某丰介绍，让

江苏某商贸公司为张某军的南京某科技公

司和南京某建筑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11份，价税合计100万余元，税额共计14万余

元，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鉴于南京

某科技公司、张某军、叶某丰均系自首，且认

罪认罚补缴了税款，愿意接受行政处罚，玄

武区检察院决定对南京某科技公司和张某

军、叶某丰作相对不起诉。

  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宣布是玄武区检

察院畅通刑事处罚和非刑罚处罚，与更多行

政机关构建长效合作机制的一次实践探索。

玄武区检察院现场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

局和南京市税务局稽查局送达检察意见书，

请公安机关对涉案违法所得予以没收，税务

机关对相关人员和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玄武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周颖表示，积极

与行政机关做好衔接，既能充分发挥能动司

法检察职能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也能与行政

机关合力形成执法工作闭环，让被不起诉人

付出代价，更好地实现刑罚功能，让人民群

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

玄武检察公开宣布不起诉15名嫌疑人

  9月16日，河南省郑州市初三高三学生返校复课第一天，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深入辖区学校，以“开学第一课”的形式，向学生

宣传毒品辨别常识，讲解新型毒品带来的危害，引导学生远离毒品、拒绝毒品。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本报通讯员 王霞 摄  

□　本报记者     唐  荣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文茜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大鹏法

庭（环境资源法庭）坐落在风光旖旎的大鹏

湾畔，2020年6月5日揭牌以来，充分发挥专

业司法审判优势，严厉打击破坏环境资源

犯罪，守护绿水青山。

　　2018年6月，深圳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员工杨某，非法陆续向属于大鹏湾水系的

土洋河倾倒废弃化工原料，造成土洋河水

质和水生态系统损害。

　　2021年6月17日，这起污染环境刑事附

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宣判，大鹏法庭促成

各方当事人达成“别样”的和解协议：涉案

公司支付25万元环境损害赔偿金，用于委

托广东海洋大学深圳研究院以种植珊瑚的

替代性措施修复所损环境。

　　“环境污染不能形成企业污染、群众受

害、政府买单的思维定式。此次以种植珊瑚

作为替代性修复方式，也是强化企业和公

众的社会责任，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树立环

境有价、损害担责鲜明导向。”大鹏法庭法

官郑则川介绍说。

　　据悉，这是深圳市首例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替代性修复项目的典型案件，对于大

鹏新区乃至全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

推广和完善具有积极意义。目前，大鹏湾海

域已经种植了上千株珊瑚。

　　近日，在搜索引擎上输入金刚鹦鹉、豹

纹陆龟等关键词，一条黄底红字的“禁止非

法野生动物交易”提示语即刻出现，而“收

购野山鸡”等词条则被系统自动拦截。此

前，网络社区一度成为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的“隐秘角落”，这些转变的背后，源于大鹏

法庭一份保护野生动物司法建议书。

　　2020年2月，在罗湖区笋岗村，胡某将在网

上收购的鹦鹉转手出售。大鹏法庭法官黄俊

审理此案时发现，胡某通过微信向他人非法

购得鹦鹉后，再在网络社区发布信息联系买

家从中牟利。因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胡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样的情形并非个案，仅2020年就涉

及几十名被告人。”黄俊发现，多数被告人

将论坛、网络社区、短视频平台等作为信息

传播和交易的途径，普通网民尤其是青少

年对于买卖受保护珍稀动物的刑事违法性

认知较为模糊，如果通过网络搜索进入此

类平台，走向犯罪的危险性较高。

　　2021年3月，大鹏法庭率先向某搜索公

司发出“联手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的司

法建议书，建议对可能侵害野生动物的非

法交易行为作出警示，加强对违规内容的

审查，并开展主题公益普法宣传。收到司法

建议书后，该公司删除违规网帖3万余条，

对175组涉野生动物关键词进行拦截，封禁

15个违规账号并移送公安机关。

深圳龙岗法院大鹏法庭司法守护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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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史万森 通讯员于帅 近

日，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左旗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组织民警开展缉枪治爆专项宣传

活动，保持对涉枪涉爆违法犯罪严打高压

态势。

　　活动中，治安大队把走访、检查、整治、宣

传、动员五方面工作融合起来，以“宣传不到，

不收兵；整治不力，不收兵”为目标，切实增强

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打击整治、分析研

判、宣传发动和排查整治。同时，鼓励和发动

群众积极检举和揭发涉枪涉爆违法犯罪行为

与线索，营造缉枪治爆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人人重视的良好氛围。

苏尼特左旗公安宣传缉枪治爆

　　本报海口9月16日电 记者邢东伟 翟

小功 通讯员崔善红 9月16日，海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与省大数据管理局、省公安厅、

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

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解决执行信息网络

查控系统不完善、与公安机关查人找物联动

不足存在信息壁垒等执行堵点难题。

　　会上，与会单位研究了《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关于建立

住房公积金执行联动机制的若干意见》等文

件的草拟稿，讨论了海南法院与海南自然资

源和规划部门联网查封、续封、解封被执行

人不动产工作，人民法院网络查控系统与有

关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工作，确定了有关单

位配合做好破解堵点问题工作的具体任务、

责任领导等。

　　海南高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曾繁深

表示，会后将根据相关部门的意见建议完善

两个文件后尽快会签下发。同时强调，破解

执行难题需要各相关职能部门大力支持与

配合，汇集大家的智慧力量，共同解决执行

信息壁垒问题，提升法院执行信息化水平，

共同为营造海南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推动海

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海南5部门联手破解执行堵点难题

　　本报北京9月16日讯 记者张昊 今天，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出

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该书由最高人民检察

院原党组成员、中纪委派驻最高人民检察院

纪检组原组长莫文秀和湘潭大学教授吴建雄

主持编纂，湘潭大学检察理论研究基地和检

察公益诉讼研究基地博士生团队集体编写。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

发展》一书由6篇25章构成，立足于新时代检

察工作科学发展的生动实践，全面系统地反

映最高检党组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鲜明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的总

体要求、“稳进、落实、提升”的检察工作主题

等新理念，以重塑性变革推动“四大检察”

“十大业务”全面协调充分发展等一系列新

思路、新举措、新行动。

　　座谈会上，人民出版社原社长黄书元，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李步云致辞，莫文

秀介绍了图书的编纂过程，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李勇对图书基本特色进行介

绍，湘潭大学教授廖永安等点评发言。中央

政法委一级巡视员汪锋、最高检政治部有关

负责人等参加座谈会。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出版座谈会召开
□　本报记者   莫小松

□　本报通讯员 邓铁军

　　9月10日，一位88岁的

老人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程，捐献了自己的角膜、遗

体。这位老人是被誉为“壮

乡雷锋”“全国模范检察干

部”的广西柳州铁路运输

检察院干警宾毅的父亲宾

香悟。

　　“湖南是生我养我的

地方，但我这一生都献给

了广西，只有把自己的躯

体回报给湖南。”宾香悟的

女儿宾斌含泪回忆父亲生

前的嘱托。

　　在柳州铁路中心医院

检验科工作40多年的宾香

悟深知，受传统观念影响，

离世后捐献遗体的人很

少，所以医学院等高校和

研究机构“大体老师（对捐

献遗体的尊称）”十分稀

缺。退休后，他就与家人商

量身后捐献器官和遗体的

事。家人一开始很犹豫，但

宾老很执着，渐渐地，家人

理解了他。

　　“爸爸是一名党员，又

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他很

唯物的。”宾斌说，2003年，

宾老与湖南医科大学（现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办

理了遗体捐献自愿登记手续。

　　“为国为民多奉献，永留清白受人尊”，宾

老写下的诗句是他一生的写照。

　　受到宾老良好的家教家风影响，他们一

家三代都成为器官和遗体捐献志愿者。

　　宾老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二儿子宾毅

是广西柳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干警。22年来，宾

毅从一名普通法警，成长为业务标兵、优秀共

产党员、广西检察机关先进个人，先后两次荣

立个人三等功。

　　2016年2月18日，宾毅突发脑溢血，经抢

救无效于3月1日不幸逝世。去世后，家属按照

其遗愿捐献了他的器官和组织，成功挽救一

名肝病患者的生命，并让两名眼疾患者重见

光明。宾毅的感人事迹经当地媒体宣传后，立

即引发捐献大爱的浪潮，多名社会人士纷纷

效仿，捐出离世亲人的器官和组织，救助了更

多的患者。还有不少人前来登记，表示要以宾

毅为榜样捐献器官，让这份大爱继续传递。

　　2017年1月，人社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

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追授宾毅“全国模

范检察干部”“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荣誉

称号。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奉献了什么。”

这是宾毅在读书笔记中写下的字句。2016年4

月1日，宾毅去世后不久，他的女儿宾洁莹也

加入了器官捐献志愿者队伍，用这种方式致

敬爷爷、父亲和所有心存大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