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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互聯網暴恐音視頻嚴打互聯網暴恐音視頻
國信辦發佈專題片 揭「東伊運」煽動暴行

在當天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
國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目

前，越來越多的恐怖組織利用互聯
網招募人員，傳播暴恐思想，傳授
暴恐技術，籌集恐怖活動資金，策
劃恐怖活動。他強調，互聯網已成
為恐怖勢力開展活動的主要工具，
恐怖音視頻也成為影響網絡健康發
展的「毒瘤」，必須堅決予以打
擊。

涉案者均曾觀看收聽
國信辦並發佈了《恐怖主義的網
上推手——「東伊運」暴恐音視
頻》電視專題片。這部時長24分鐘
的專題片揭示了境外「東伊運」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組
織指揮、在網上傳播涉暴涉恐音視
頻、煽動中國境內恐怖活動的行
徑。專題片通過梳理已經破獲的北
京「10．28」、昆明「3．01」、
烏魯木齊「4．30」等各起恐怖暴
力案件，採訪了國際國內的反恐專
家、有關學者和各界群眾，揭示了
暴恐音視頻危害以及暴力恐怖違法
犯罪活動之間的聯繫，並將境外的
「東伊運組織」指揮在網上傳播涉
暴恐音視頻煽動境內恐怖活動的行
徑公之於眾。
「東伊運」是聯合國安理會認定

的恐怖組織。據專題片介紹，中國

境內發生的暴力恐怖事件都與「東
伊運」及其發佈的恐怖音視頻有直
接關聯。中國發生的暴力恐怖案件
中，涉案人員幾乎無一例外觀看、
收聽過宣揚、煽動暴力恐怖的音視
頻。官方數據顯示，近年來，「東
伊運」製作的恐怖音視頻數量明顯
增長，2013年甚至出現爆發式增
長；同年，中國境內發生的暴恐事
件數量也隨之激增。

網絡安全阻恐怖活動
在此情況下，中國官方開始加大

對暴恐音視頻的打擊力度。繼2013
年出台打擊傳播恐怖音視頻的指導
意見後，近期又啟動了鏟除網上暴
恐音視頻的專項行動，30多家重點
互聯網企業承諾不為暴恐音視頻提
供傳播渠道。
該負責人表示，國信辦在加強國

內監管的同時也在積極推動國際合
作，現在已同境外十幾家國際知名
網站就打擊暴恐音視頻達成了共
識。網絡安全和國家安全、人民生
命財產安全密切相關，如果沒有安
全的網絡環境，我們每個人都可能
成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網絡不應
成為恐怖主義利用的工具。
該負責人表示，中國政府還將出

台一系列措施，為維護新疆社會穩
定，實現長治久安築牢網絡防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

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

公室（以下簡稱「國信辦」）相關

負責人昨日在北京指出，互聯網已

成為恐怖勢力開展活動的主要工

具，必須堅決予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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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中石油企管濫權 頻現「串案」 能源局電力副司長被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財新網報道，國家

能源局電力司副司長梁波近日被帶走調
查。
資料顯示，電力司具體職責為「擬訂

火電和電網有關發展規劃、計劃和政策
並組織實施，承擔電力體制改革有關工
作，銜接電力供需平衡」，梁波於2012
年升任電力司副司長一職，主管電力項

目審批大權。
梁波傳出被查一事也正值原國家能源

局局長劉鐵男被公訴，最高檢網站日前
發佈消息稱，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國
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涉嫌受賄犯罪一
案，偵查終結後經依法指定管轄，已由
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檢察院向廊坊市中級
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銅陵有色集團董事長墜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鑫 合肥報道）6月24日11
時許，安徽銅陵有色金屬集
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黨
委書記韋江宏在銅陵墜樓身
亡。目前，當地公安機關已
介入調查。據悉，現年52
歲的韋江宏自大學畢業後就
一直在銅陵有色工作，從基
層技術員開始，一步步成長

為企業的主要負責人。2007
年起，任銅陵有色金屬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至今。
韋江宏是全國人大代表。銅
陵有色金屬集團於1996年
11月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掛牌
上市，是中國最早上市發行
股票的銅業企業。2012年實
現銷售收入1,065億元，成
為安徽省首家千億元企業。 ■韋江宏

逾七成網民指官員紀律鬆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調查顯示，7
成多網友認為當前內地黨員幹部組織渙
散、紀律鬆弛現象嚴重，希望強化黨內
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提高黨紀
的約束力。
共有41,119名網友參與了網站的調

查。有74.1%的網友認為內地黨員幹部組

織渙散、紀律鬆弛現象依然嚴重。在回答
「假如你在工作和生活中看到黨員幹部組
織渙散、紀律鬆弛現象，會如何做？」問
題時，50.5%的網友選擇了會表示不滿和
氣憤，26.2%的網友選擇了「見怪不
怪」。選擇「向有關部門和領導反映」和
「向紀檢監察機關舉報」的佔13.3%，選
擇「向新聞媒體」反映的佔5.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審計署報告
指，地方政府債務增長有所放緩，在去年6月底至今年3月底期
間，9個省級及9個市級政府債務餘額增長約3.8%，較去年上半
年平均增速下降7個百分點。
審計署針對全國政府性債務情況進行全面審計的結果顯示，

至 2013 年 6 月底，全國各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
206,988.65億元，其中地方政府佔10.89萬億元，強調債務風險
總體可控。

地方債增長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
昨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2013
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收支
的審計情況》時指出，中國石油天
然氣集團公司一些企業管理人員濫
用職權、違規決策，甚至與民營企
業或個人串通牟取私利，嚴重損害
國有權益。2013年共發現並移送涉
嫌重大違法違紀案件314起，涉及
1,100 多人，有逾三成五是「串
案」、「窩案」，其中31起案件有
主犯的近親屬參與。

在位不收禮離職後兌現
劉家義表示，審計發現的重大案

件主要發生在行政管理權或審批權
集中、掌握重要國有資產資源的部
門和單位，有群體性腐敗問題嚴
重、違法犯罪方式更加隱蔽、權錢
交易收益遠期化的特點。他指出，
部分案件有主犯的近親屬參與，這
類案件大多以一名或幾名公職人員
為核心，以其掌握的公共權力或公
共資源為支撐，案件鏈條往往牽扯
十幾人或數十人，有的涉案人員之
間形成了利益共同體。
審計發現，一些不法分子通過有
意培植利益關聯方「代理」作案。

劉家義說，有的將原本可以按正常
程序開展的行政審批等事項，指定
中介方介入協助，並最終從中介方
獲得利益回流。在股權轉讓、招投
標、資格申請、投融資等業務中，
這一問題尤為突出。審計發現此類
案件80多起，涉及200多人。
劉家義表示，一些案件中權錢交

易趨向索取投資入股、業務壟斷、
礦產開採等隱性利益，有的在位時
只「幫忙」不收禮，待離職後再兌
現；有的將部分違法所得投入公益
事業樹立「道德」形象，或謀求政
治地位。
在針對社保基金會投資管理情況

的審計中發現，社保基金自營指數
化投資出現虧損，信託貸款和協議
存款業務中存在中間人藉機牟利問
題。2009年以來，社保基金會未按
規定對所持 6隻股票計提減值準
備，致使當期收益虛增 103.02 億
元。

38單位騙15億棚戶改造款
在備受關注的全國保障性安居工

程審計中，有38個單位騙取套取棚
戶區改造資金15.41億元，有237個
項目或單位將78.29億元挪用於市政
設施、園區開發等。

■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報告《2013年度中央預算執行和其他財政
收支的審計情況》。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互聯
網 名 稱 和 數 字 地 址 分 配 機 構
（ICANN）第50次大會23日在倫敦舉
行，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
煒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呼籲
國際網絡空間治理形成七點共識，推動
互聯網治理邁向全球共治時代。
這是ICANN成立以來首次邀請非主

辦國官員在開幕式上作主旨演講，也
是中國部長級官員首次在全球互聯網
治理核心機構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

不能成為恐怖主義工具
魯煒指出，由於各國國情不同、歷

史文化背景不同、互聯網發展程度不
同，帶來了治理模式和方法的不同，
存在着一些分歧和爭議，但加強網絡
空間治理的願望是一致的。正如
ICANN願景所言，「同一個世界，同

一個網絡」。
魯煒倡議達成以下七點共識：一是

互聯網應該造福全人類，而不是危
害；二是互聯網應該給各國帶來和平
與安全，而不能成為一個國家攻擊他
國的「利器」；三是互聯網應該更多
服務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四是互聯網
應該注重保護公民合法權益，而不能
成為違法犯罪活動的溫床，更不能成
為實施恐怖主義活動的工具；五是互
聯網應該文明誠信，而不能充斥謠言
和欺詐；六是互聯網應該傳遞正能
量；七是互聯網應該有助於未成年人
健康成長。
魯煒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直

倡導積極開展互聯網國際交流合作。
中國將始終堅持開放、合作的態度，
與各國攜手推動互聯網治理邁向全球
共治時代。

中國倡推全球互聯網治理七共識

▶天安門「10．28」暴力恐怖襲擊事
件監控視頻顯示，恐怖分子駕駛吉普
車故意撞遊人群眾，多人被撞飛。

網上圖片

▲恐怖分子在天安門「10．28」暴力
恐怖活動前自己拍攝錄像。 網上圖片

■■恐怖分子在燒毀中恐怖分子在燒毀中
國國旗國國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恐怖分子在進行「聖
戰」宣誓。 網上圖片

去年以來，內地接連發生
一系列惡性暴恐血案，除了
帶給民眾深切悲痛，更有無
限困惑：一向街市太平的城
鎮，緣何突然間暴力血腥遍
地開花？原本安分守己的良
民，為何會加入恐怖團夥，
瞬間成為殺人不眨眼的嗜血

惡魔？上有老下有小的亡命之徒，究竟為什麼拋
妻棄子，甚至不惜採取自殺式襲擊來達到罪惡目
的？

官方昨日公佈的《恐怖主義的網上推手》專題
揭開了謎底。專題片通過梳理已破獲的北京「10
．28」、昆明「3．01」、烏魯木齊「4．30」、
烏魯木齊「5．22」等多起極端暴恐案件，告訴我
們：通過互聯網傳播音視頻宣傳品，是恐怖分子
形成的推進劑和恐怖團夥聚集的黏合劑，這些視
頻資料以宗教為外衣，宣傳極端錯誤的種族主
義、恐怖主義思想，並逐步引導觀看者獻身「聖
戰」，為真主阿拉獻身。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與
外界隔絕，每天接受這些視頻資料的「洗腦」，
慢慢思想就開始轉變，恐怖團夥逐漸成形，最後
在各地大開殺戮，使無數群眾成為犠牲品。

由於反恐措施得力，中國內地一直未形成成型的
恐怖組織，最大的恐怖威脅來自「東伊運」組織向
國內的滲透，而滲透的最重要途徑就是暴力恐怖音
視頻。去年內地暴恐事件數量激增，這與「東伊
運」製作的恐怖音視頻數量出現爆發式增長的時間
段一致，充分顯示「東伊運」利用互聯網大肆宣揚
恐怖極端思想，不僅助長了中國境內恐怖極端勢力
的發展，也助推了國際和地區恐怖極端思想的蔓
延，正如國信辦主任魯煒所說，「暴恐音視頻已經
成為我們反恐的堡壘，必須攻破。」

從全球範圍看，網絡反恐已成為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挑戰，
9．11事件的策劃者就使用了互聯網作為進行國際聯絡和信息
收集的工具。不過值得注意的是，「9．11」之後，除了政府
力量，網絡中的另類群體——黑客也主動加入反恐大軍，追查
並攻擊宣揚恐怖主義的網站，共同打擊恐怖分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期待，此次中國政府向網絡恐怖主義亮劍後，能促使國際
社會進一步形成共識，加強恐怖情報信息的搜集和共享力度，
同時也能激發民間反恐義士的戰鬥熱情，多方力

量聯手出擊，合力打贏新時期虛擬世界的反
恐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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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信辦表示，互
聯網已成恐怖勢力
活動的主要工具。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