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19年5月14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汉城 版面 / 立方 校对 / 闫鸿

针对媒体报道的河北石家
庄市鹿泉区“削山造地建别墅”
和保定市徐水区“20 天征地万
亩”、满城区“削山造地建别墅
群”、涞水县“一个项目独享2000
亩生态大湖”4个问题，处理结果
出炉，多人被问责。

红线区域林地违建
27栋建筑拆除清理完毕
今年2月，河北省石家庄市

鹿泉区“削山造地”和保定市徐
水区“20 天征地万亩”、满城区

“削山造地建别墅群”、涞水县
“一个项目独享 2000 亩生态大
湖”等问题被曝光。

11日晚，经过两个多月的调
查，河北官方印发《关于石家庄
市鹿泉区和保定市部分县（区）
项目违法建设、违规收储土地问
题的通报》，通报同时披露了涉
事的4个项目的处理情况。

通报称，石家庄市鹿泉区
“西美金山湖”项目位于鹿泉区
铜冶镇岭底村“玉山”北侧，由石
家庄市丽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于2013年开工建设。经核查
认定，该项目是一个违法违规供
地、违法占地、未批先建、违法建
设、违规销售、违规占用生态保

护红线内林地等生态空间的房
地产项目。

目前，“西美金山湖”项目违
法圈占集体土地上的 27 栋 3.47
万平方米建筑已拆除并清理完
毕，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林地
14.75 亩已全部退出，对违法违
规出让的 300 亩土地和地上建
筑物已依法收回和没收到位。

20天征地万亩
“征地协议”予以作废
通报称，保定市徐水区“20

天征地万亩”有关问题，经核查认
定，徐水区违反土地管理法、土地
储备管理办法实施土地收储，违
反土地承包法实施土地流转。

保定市徐水区已对发布的
土地收储公告、实施方案、“征地
协议”予以作废，片区周边房地
产项目违规建设、违规销售问题
已依法处罚整改到位。通报称，
保定市满城区“削山造地建别墅
群”，涉及项目“秀兰文化小镇”
位于满城区和顺平县交界处，满
城区境内项目位于石井乡。

经核查认定，“秀兰文化小
镇”项目存在违法占地、未批先
建、违法审批等问题。保定市满
城区“秀兰文化小镇”项目 115

套木屋和 1 栋超规划范围建筑
已拆除，78 栋 6.8 万平方米建筑
物已收归国有。秀兰文化小镇
位于满城区城西 10 公里，占地
3900亩，其中有文化园、人工湖、
酒店、木屋、住宅养老、特色小
镇、会展中心、游客中心等组成。

独享2000亩生态大湖
8栋楼违法部分收归国有
通报称，保定市涞水县“一

项目独享 2000 亩生态大湖”有
关问题基本情况为：该项目为

“华银天鹅湖”，位于涞水县城西
北20公里的宋各庄水库周边，实
际占地 1419.55 亩，2008 年开工
建设。经核查认定，该项目是在
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没有
城乡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的情况下实施的违法违规项目，
主要存在违法违规供地、违法占
地、超规划建设、违规审批等问
题。

涞水县“华银天鹅湖”项目
部分违法占用农用地的 8 栋商
品楼违法部分已收归国有，未取
得预售许可的 325 套商品房已
退房193套，影响防洪安全的接
待中心等建筑已拆除。

本报综合消息

根据《西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19年市级农口专项资金安排意见的通知》（宁政办〔2019〕62号），经项目单位申报，市县供销社逐级审查，拟确定以下10个项目为2019年
市财政支持供销社发展资金项目。现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监督。社会各界对项目建设内容、资金安排如有疑问，请在公示五日内署名分别向大通县供销联社、湟中县供销联社、湟
源县供销联社反映。

联系方式：大通县供销联社：0971-2725242 联系人：杨玉芬 湟中县供销联社：0971-2232472 联系人：曹正财 湟源县供销联社：0971-2432964 联系人：丁永乐

2019年西宁市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情况表

2019年西宁市村级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公示

单位：万元

地区

大通县

湟中县

湟源县

合计

项目名称

景阳镇哈门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景阳镇山城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多林镇上宽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拦隆口镇东拉科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甘河滩镇甘河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海子沟乡沟脑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拦隆口镇桥西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大华镇拉卓奈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申中乡庙沟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申中乡韭菜沟村级综合服务中心

10个

主要建设内容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141平方米，地坪337平方米，过桥预制，制作安装大门1个,制作标识牌。
营业室室内外改造装修，更换门窗，地坪30平方米，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116平方米，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90平方米（框架结构），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90平方米（框架结构），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90平方米（框架结构），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90平方米（框架结构），制作标识牌。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87平方米，制作标识牌，购置货架、柜台。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87平方米，制作标识牌，购置货架、柜台。
新建综合服务中心用房87平方米，制作标识牌，购置货架、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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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削山造地建别墅多人被问责保定削山造地建别墅多人被问责

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 随着AI
技术发展，视频换脸技术门槛降低，普
通人也能制作换脸视频。记者调查发
现，这项技术被用于恶搞视频、色情视
频合成上，其不良效应也引发了社会
的关注和担忧：放任自流，任其“异
化”，可能成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危
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工具。

“你要的样子我都有”，AI“画皮”
只需2.5元

“你要的样子我都有”“男人瞬间
变女人,毫无违和感”“用朋友圈视频
就可换脸”……近日，AI换脸视频在不
少平台上风靡。记者在哔哩哔哩网站
搜索“换脸”，出来的视频达千条。

其中，有网友将影视剧中不同
演员的脸进行互换；有人将某平台
女主播瞬间“变脸”成不同女明星
的样貌；还有人则制造“假新闻”，
把国外电视节目嘉宾的脸换成国内
公众人物的，标题则为国内某某在
国外接受采访……

视频中的人物被换脸后，几乎可
以“以假乱真”，有网友评论其为“AI画
皮”“有图未必有真相”“细思极恐”。

在“deepfake”的贴吧里，与 AI 换
脸有关的帖子超过 9000 条。里面有
大量明星换脸视频的售卖信息。一个
名为“合成联盟”的用户在群里公开售
卖换脸色情视频，清单里的数量达150
多部，并称“白菜价全部只要 58 元”。
在名为“明星论坛”的论坛上，有人贴
出了多个换脸视频色情网站网址。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AI 换脸”
“deepfake”等，出现了不少换脸软件售
卖信息，包括“商业背书视频”“明星偶
像互动视频”“恶搞视频”，并号称“动作
逼真清晰”。有的还提供换脸视频制作
服务，一个淘宝ID为“专业定制换脸视
频”的卖家表示，可以代为制作换脸视
频，三分钟以内的价格为300元。

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以 2.5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款名为“fakeapp”的
换脸软件，根据教程，导入提供的视频
素材，只需要按“提取”和“合成”键等，
就可以将视频素材中的人脸进行互
换，几乎看不出痕迹。

擅自换脸“一时爽”，或致违法侵权

“AI 换脸技术原理并不复杂，AI
将多个视频内的人脸特征自动提取并
进行分类，再利用编码技术，对视频中
的特定位置编码重构合成等即可。”长
期从事影视换脸业务的北京聚力维度
科技公司首席技术官赵天奇介绍。

“以前，相关制作费用每分钟可达
上百万元。随着一些AI技术的开源，
换脸制作不仅价格大幅下降，门槛也
不断降低。”他说。

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
院长王四新说：“目前，通过AI技术深
度伪造他人的肖像、声音主要用于网

络‘恶搞’，但仿真效果已逼近真伪难
辨的边界，随着技术发展，结合短视频
形态的快速传播，如果使用不当，会产
生很强的负面作用。”

近期，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二审
稿对此作出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其他人格权的许可使用和自然人声音
的保护，参照适用有关规定。

“如果正式通过，这意味着除法律
另有规定的情况外，如果用他人肖像
进行 AI 换脸等，只要未经本人同意，
即便没有营利目的和主观恶意，同样
有可能构成侵权。”北京大学法学院副
院长薛军说。

他还提醒，侵权者不要抱有侥幸
心理，即使换脸后不是 100%相似，只
要换脸视频和原视频能达到一定相似
度，经由第三方能够识别，就可能被认
作是侵权，“如将他人的脸与色情视频
中人物的脸替换，并进行传播，则涉嫌
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罪，需承担相应刑
事责任”。

AI换脸“双刃剑”不能放任自流

“AI换脸技术在影视制作行业有
一定的需求。有的演员在电影拍摄完
成前去世了，依靠换脸技术就能在荧
幕上‘复活’。”赵天奇说，AI换脸可以
实现演员不在场拍摄，提升了拍摄效
率，极大节省了经费。

但是，有关专家表示，应当保证新
技术被正当使用，不能放任自流，任其

“异化”，成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危
害社会公共安全的工具。

——使用者需秉承善意使用原
则。技术是中性的，但使用有正反两
面效应，需要避免对新技术的滥用。

“使用者需要自律，让工具能够在
合理合法的用途和目的上使用，需要
对法律常识和公序良俗有底线意识。”
薛军说。

——平台不能只躲在“避风港”
里。国内某大型短视频应用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换脸视频在审核上常常
隐蔽性较强，除了涉恐、涉黄等明显违
法视频外，比如一般的恶搞视频，由于
平台并非是被侵权主体，缺乏主动作
为的动力。只能是事后用户举报后，
再作处理。

王四新认为，平台应完善事前处
置机制，加强对违规换脸视频的自动
研判与编审，严控问题视频的分发，

“平台如果明知视频违法违规而不采
取措施，继续对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
平台也需承担连带责任”。

——监管要重拳出击。王四新建
议，监管部门对于违法侵权视频，要重
点关注和监测，对可能造成恶劣社会
影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的换脸视频，要严格监管，对违法侵权
行为重拳出击。

AI视频换脸技术滥用引发担忧
新华社上海5月13日电（记

者郭敬丹）“竞武！你死了，倘若
你预知死后八天，上海六百万市
民便得解放，全中国四万万七千
万人民将先后得到解放，竞武！
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了。”

这是一篇父亲写给儿子纪
念文章中的一段话，作者是黄炎
培先生，黄竞武是他的次子。黄
竞武从小受父亲思想影响，“鲠直
有父风，读书能识大义”，他以民
盟、民建双重身份，积极参与反内
战、求民主的爱国进步运动。

黄竞武原名敬武，1903年出
生，是上海市川沙县人。他早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1924年考取公
费生留学赴美。在哈佛大学获
经济学硕士学位后，1929 年秋，
黄竞武满怀一腔报国热血回到
祖国。在任上海盐务稽核所会
计和蚌埠稽核所、青口稽核所所
长期间，他看到劳苦大众的艰难
生活，痛恶社会的腐败，更加坚
定了改良社会的信念。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

黄竞武转任重庆中央银行稽核专
员。黄竞武一心投身到抗日民主
运动中，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坚
持团结抗日。

1941年，黄竞武加入中国民
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
盟），国共和谈时，他一度担任周恩
来与美国人士会谈的翻译。抗战
胜利，黄竞武随中央银行迁回上
海，担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专员。

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逼近
浦口。为了迎接上海的解放，并
阻止国民党将中央银行库存的
金、银、美钞等偷运台湾，根据中
共地下党要求，黄竞武利用自己
在中央银行工作的有利条件，收
集整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
的情况和有关金融资料。

他一心想着要保存好国家
财产：“如果解放的是一座空空
的上海城，怎么养活 600 万人
口？”他对新中国满怀希望：“我
们要团结好工商界朋友，准备为
新中国服务。”

许多工商界人士在他的反

复宣传、劝说下留了下来。在中共
地下党领导下，黄竞武发动中央银
行部分职工罢工抗运，又通过工商
界、新闻界揭露中央银行的偷运阴
谋，团结金融界出面干涉，给国民
党政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使
其偷运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4 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
前夕，国民党加紧镇压民主力
量，许多人劝说黄竞武赶快离
沪。但黄竞武仍以革命工作为
重，坚持留在上海。

5月12日，不幸降临。黄竞
武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办公室内
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绑架，押上
警备车而去，从此不知下落。5
月27日上海解放，6月2日，黄竞
武等13位革命志士的遗体才在
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监狱所
在地被发现。后经证实，黄竞武
在狱中备受酷刑，于5月18日凌
晨惨遭活埋，时年47岁。

黄竞武黄竞武：：反内战反内战、、求民主求民主 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与共产党并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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