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史竞男）
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国家新
闻出版署今年8月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
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
知》，依法对网络游戏行业从严监管，对未成
年人玩网络游戏作出明确限定。然而，有人
却从中嗅到“商机”，通过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近日，南京警方捣毁一个非法买卖公民
个人信息、非法出租游戏账号的团伙，斩断伸
向未成年人的网络黑手。

“业务非常繁忙”的非法团伙被“连锅端”
时间回到今年中秋节前夕，太湖某小岛，

十余名来自外地某公司的年轻人正在开心地
搞“团建”。开着保时捷越野车的老板蒋某出
手阔绰，包下整座别墅供员工玩乐，现场乌烟
瘴气。突然，来自南京的民警如神兵天降，将
一伙人全部牢牢控制。“团建”惨变“团灭”，这
个非法团伙被“连锅端”。

“以蒋某为首的这个团伙，通过非法购买
公民个人信息、盗取他人游戏账号的方式，破
坏游戏实名认证程序，建立大量非法游戏账
号，再通过网络售卖，牟取非法利益。”南京市
公安局网安支队驻建邺分局大队民警沈澈向
记者介绍了案件的侦破经过：此前，多次接到
家长举报，反映孩子网上租用游戏账号，沉迷
网络游戏。同时，工作中发现，有四家网店对
外出租经过实名认证的网络游戏账号，且数
量巨大，购买人数众多，业务非常繁忙，引起

民警怀疑。
这些账号经过了真人实名认证，相关的

公民个人信息从何而来？出租这样的账号，
等于变相绕开了监管，如果出租给未成年人，
将极大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警方由此
顺藤摸瓜，展开调查。他们发现，某网络公司
正是这些网店的幕后经营者，其主要业务正
是对外出租游戏账号。而租用这些游戏账号
的，很多是未成年人。

于是，出现了发生在太湖小岛别墅的那
一幕——9 月 16 日，警方将团伙一网打尽。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团伙即便外出“团建”，
也不忘随身携带电脑，在网上进行非法业务。

“他们分成两拨人，一拨‘团建’，一拨继续在网
上进行违法活动。”沈澈告诉记者，即使在被抓
时，该团伙一些成员仍在忙碌“工作”。警方现
场查获数十部改造过的手机，并从蒋某的电
脑中发现三四万条公民个人信息。

盗用个人信息、制作动态头像……黑链
条浮出水面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要登录游戏平台，需
要进行实名验证，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还
要进行动态头像验证。如果不使用玩家本人
的身份信息，如何通过动态头像验证呢？

据调查，该团伙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购买
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身份
证照片等，然后通过非正规渠道收集《和平精
英》《王者荣耀》等多款游戏账号，将账号与买

来的信息进行绑定，使用配套的手机和软件
制作动态头像，之后再将账号对外出租。游
戏玩家从其手中购买一定时长的服务后，可
利用团伙提供的信息顺利登录游戏平台，并
通过动态头像验证。

“这些实名认证过的游戏账号，每小时租
用价格是5到10元，虽然看上去不多，但每天
24小时租出几百上千个账号，收入就十分可
观了。”沈澈介绍，该团伙架构清晰、分工明
确，共有四五名技术人员和十余名“客服”。
技术人员负责技术方面维护，客服则负责接
单、出租账号、后续服务等。该团伙控制400
余个通过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进行出租，获
利已超过300万元。

除了抓获该团伙犯罪嫌疑人外，提供非
法技术破解手段、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嫌疑
人也被警方抓获，他们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南京警方根
据线索继续扩大战果，于9月下旬派出百余
名警力赶赴安徽、湖南等地，捣毁了另外两个
从事相同业务的非法团伙，查获作案手机40
余部、电脑30余台，涉案公民个人信息6万余
条，查获非法出租和出售的游戏账号近2000
个。目前，涉案的40多人中，10人已被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重拳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网络违法违规
行为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
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
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
20时至21时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其他
时间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
游戏服务；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
册和登录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
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各级出版管理部
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
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
络游戏企业，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对包括南京非
法出租游戏账号案在内的多起涉网络领域重
点案件进行曝光。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负
责人指出，这些案件的有力查处，是各地“扫
黄打非”部门认真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
大力开展“护苗”行动的重要成果。当前，网
上仍有一些不法分子唯利是图，实施对未成
年人的违法犯罪；仍有少数网络平台对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不够重视。下一步，将重
拳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的网络违法违规行为，
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非法向未成年人出租游戏账号非法向未成年人出租游戏账号 这只网络黑手被斩断

新华社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董瑞丰）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已波及至少20个省份。
基因测序和流调溯源显示，本轮疫情由多个
不关联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

“叠加冬春季季节因素，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日前对部分地区疫
情走向做出研判，强调坚持“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不动摇，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
起”，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全球疫情高位流行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
高发期

“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重庆、
辽宁、大连等地疫情仍在发展中，需要密切关
注疫情走向。”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
吴良有说。

据介绍，从目前情况看，内蒙古、北京、贵
州、山东等省份的社区传播已得到基本控制；
甘肃、青海、宁夏、云南德宏等地疫情低水平
波动，但疫情外溢的风险较低。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变异
传播正在加速，随着天气转冷，呼吸道传染病
进入高发期，这些因素都为国内疫情防控持
续带来压力。

“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吴
良有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密切关注相关

进展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落实联防
联控机制部署，持续加强疫情监测，加强病例
和管控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

同时，严格落实风险地区、风险人员的管
控措施，加强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点的管理，
严防次生疫情风险，推动各项措施及时落实
到位，尽快有效控制疫情。

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疫情防线再加固
根据流调溯源的结果，武汉疫情以来，国

内发生了30余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由境外
输入引起。

本轮疫情中，一些陆路口岸城市出现从
事跨境运输的货车司机确诊病例，凸显了口
岸城市、沿边地区防控形势复杂的现状。

据介绍，下一步，联防联控机制将继续加
大对口岸城市的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各边
境口岸特别是陆路口岸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吴良有表示，要严格入关管理、严防非法入
境、严格人员管理、严格进口货物管理、提高发现
疫情的灵敏度、提高发现扩散风险的灵敏度，推
进疫情防控水平再提高，疫情防线再加固。

“国家移民管理局正针对今冬明春疫情
发展新情况、新特点，精准采取口岸边境防控

措施。”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
刘海涛说。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国际物
流供应链稳定畅通。”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
副主任周旻说。

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继续坚持严格
防控措施

据介绍，旅游、婚宴等聚集性活动是造成
本轮疫情大范围扩散的重要因素。

对此，吴良有表示，对于展会、论坛等聚
集性活动要按照“谁主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
责”的原则，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能线上
举办的尽量线上举办，减少因人员聚集和流
动导致的疫情传播风险。

吴良有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国
家的防控措施，疫情期间尽量减少外出旅行，
自觉控制聚餐聚会人数，婚丧嫁娶等活动尽
量减少参加人员，不大操大办。

“一年多来，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精准防控
和局部疫情应急处置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发
现一起疫情就彻底扑灭一起疫情。”吴良有
说，我们将继续坚持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筑
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巩固来
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发期、、陆路口岸防控从严……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这些防疫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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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另一反中乱港
的媒体“立场新闻”也出现人事地震——总编
辑钟沛权6日晚于脸书称，因家庭原因，他已
于11月1日起辞任总编辑一职。

常年进行偏颇报道常年进行偏颇报道

据香港头条日报网7日报道，“立场新闻”
总编辑将由副总编辑林绍桐署任。报道称，钟
沛权的妻子是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她
被控触犯香港国安法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
正被还押。

“立场新闻”2014年由前《主场新闻》创办
人蔡东豪、钟沛权及余家辉创立。多年来，该
网络媒体时常针对特区政府以及内地进行偏
颇甚至捏造报道。“修例风波”期间，“立场新
闻”曾针对“爆眼女事件”进行多次扭曲报道，
不仅上传“爆眼女”的照片，还言之凿凿地附文
诬称“爆眼女”是“被警方射冷枪倒地，且警方
没有主动调查”。当警方依法索取医疗报告
时，“立场新闻”又以“警强索医疗报告”作为标
题，故意制造偏颇误导读者。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立场新闻”4月刊登
对时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义的采访，夏
博义在谈到“揽炒派”因非法集结案被判刑时
声称，这是香港法院首次对“和平的未经批准
集结”判处监禁式刑罚，还扬言“若市民无法透
过和平示威宣泄民怨，最终或会转向使用暴
力”，试图淡化暴力分子的所作所为。5月，“立
场新闻”又转载一篇题为《从爱尔兰抗争经验，
看香港抗争运动的未来》的文章，将北爱尔兰
武装分子与所谓的“香港抗争”进行比较，鼓动
暴徒“背水一战”。

仍可被依法追究仍可被依法追究

看到香港《苹果日报》倒闭后，“立场新闻”6
月底宣布把今年5月及之前刊出的文章全部暂
时下架，并暂停接受赞助。同时，母公司6名董
事包括执业大律师吴霭仪、乱港歌手何韵诗等
人辞职，其余两名董事蔡东豪及钟沛权留任。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梁志祥当时质疑称，在市民
眼中，“立场新闻”与《苹果日报》一直都在“唱双
簧”，令人联想前者是眼见《苹果日报》多名高层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警方国安处拘捕，担心迟
早轮到自己，更不排除是担心有违反国安法的
资料被揭发，于是匆忙采取措施避风头。

有分析称，香港国安法自实施起就已经指
明，在之前若有违反或可不做追究，但是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如果还有出现触犯香港国
安法的情况，所作所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
主席、法学教授傅健慈对记者说，辞职不排除
钟沛权是察觉大势已去，先行“卸锅”，而自行
辞职。即使他辞职，仍然可以被执法部门依法
追究其相关的刑事责任。

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香港基
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会员朱家健对记者
表示，此前多个涉嫌违反香港国家安全法的
组织、机构等主要人员自行“跳船”，希望与
所属组织的刑责划清界线，部分组织也自行
进行解散、清盘或撤出香港，可见违法组织
已穷途末路，作鸟兽散，但其实现在割席并
不能免除刑责。

“一个家庭有两个反中乱港分子，可以说
是不幸”，朱家健表示，“夫妻臭味相投，陈沛敏
已有前车之鉴，虽然聘请律师辩护，或许她丈
夫不想再步她后尘，再衍生巨额律师费和心理
压力，又或在泥足深陷前尝试离开香港”。

需改变媒体土壤需改变媒体土壤

除了《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外，港区人
大代表、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还点名“有线新闻”
及“100毛”。他说，香港的一些媒体可恶可悲
在于摆不正自身角色，主动担当反中乱港的平
台或助攻，如此只会搞死香港。吴秋北批评称，

“有线新闻”以“如丧考妣的口吻”报道今年七一
不举行游行，“充分展示反对七一回归的真情”。

前媒体人原姿晴撰文称，香港回归已近
1/4世纪，媒体更加应该保持维护“一国两制”
的初心，有错则改，洗心革面。香港《东方日
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清理香港反中乱港势
力只是开始。一些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和媒体
仍安然无恙，他们只是因为《苹果日报》的覆亡
而有所收敛。文章说，现在仅仅是铲除了一个

《苹果日报》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媒体行业的土
壤环境，“必须让某些媒体和他们过往的历史
相切割，在政治上做个明白人”。

本报综合消息

乱港媒体总编钟沛权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