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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烈保護法擬增條文遏「精日」
褻瀆烈士美化侵略戰爭者或將被追究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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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就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立法
嚴懲「精日」辱
華的同時，內地網絡再現辱華事
件。廈門大學研究生田佳良，以
「潔潔良」為名在社交網絡上以
「惡臭你支」等極端言論公開辱
華。動輒稱祖國為「支那」的田佳
良，竟然還曾連續多年擔任學生黨
員幹部，引發網絡輿論極大憤慨。
「潔潔良」辱華事件，引發多家
中央媒體點名批評。涉事高校隨後
給予其留黨察看、留校察看的處理
意見，卻引發更強烈民意反彈。網
民認為，發表如此辱華言論的田佳
良，不配再當共產黨員，同時她還
存在論文抄襲等學術不端行為，亦
不應再有研究生資格。內地網絡
上，刷起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校長陳
卓禧在畢業典禮上驅逐不尊重國歌

立法精準打擊 辱華嚴懲不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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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
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審議英雄烈士保護法草案二審稿等法律。針對近日
網絡頻現的「精日」現象，法律新增規定，褻瀆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宣
揚、美化侵略戰爭和侵略行為，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序，構成違反治安
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精日」是中國網民的自創詞彙，指的
是那些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
恨自我民族、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恥的「精神
日本人」。近期以來，各地出現的「精日」
事件被網絡曝光，引起民眾輿論憤怒。今年
全國兩會期間，外長王毅直斥「精日」分子
是中國人的敗類；30 餘名全國政協委員聯名
提案，要求完善立法保護國格與民族尊嚴，
嚴懲「精日」。
以立法形式嚴懲「精日」分子的呼聲，得
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回應。據報道，昨日舉
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有常委會委員
和社會公眾提出，近年來社會上個別人身着
二戰時期日本軍服拍照並通過網絡傳播，宣
揚、美化侵略戰爭，損害國家尊嚴、傷害民
族感情，造成惡劣社會影響，需要明確相關
法律責任，予以嚴厲打擊。

草案明確英烈範圍
對此，英烈保護法草案二審稿明確規定，
褻瀆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宣揚、美化侵略
戰爭和侵略行為，尋釁滋事，擾亂公共秩
序，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
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對於外界關注的英烈範圍和概念問題，草
案二審稿明確規定為，包括近代以來，為國

家、為民族、為人民作出犧牲和貢獻的英烈
先驅和革命先行者，重點是中國共產黨、人
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湧現的無數英雄
烈士。

網絡信息納入監管
草案二審稿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
在公共場所、互聯網或者利用廣播電視、電
影、出版物等，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
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
此外，在英雄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範圍內從事
有損紀念英雄烈士環境和氛圍的活動的，紀
念設施保護單位應當及時勸阻；不聽勸阻
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負責英雄烈士
保護工作的部門、文物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規
定給予批評教育，責令改正；構成違反治安
管理行為的，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
處罰。
此外，二審稿還明確，網信和電信、公安
等有關部門在對網絡信息進行依法監督管理
工作中，發現發佈或者傳輸以侮辱、誹謗或
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
譽、榮譽的信息的話，應當要求網絡運營者
停止傳輸，採取消除等處置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對來源於中國境外的上述信息，應當
通知有關機構採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阻斷傳播。

「精日」
事件惹眾怒
2017年8月
有網友發帖稱：4個「精日」
身穿二戰日軍制服，乘夜在著
名抗日遺址、愛國教育基地四
行倉庫拍照留念。上海市公安
局隨後展開調查。此後，李
某、高某、項某因違反治安管
理處罰法，被上海警方依法處
以行政拘留處罰；胡某、劉某
因未成年、違法情節顯著輕
微，被教育訓誡。
2018年2月
有網友微博曝光，兩名男子
穿着日本軍服，在南京紫金山
抗日守軍碉堡前擺造型拍照。
兩天後，警方分別在四川達
州、江蘇句容將涉案違法行為
人唐某、宗某抓獲。警方依法
對涉案違法行為人唐某、宗某
分別予以行政拘留15日。
上海男子孟某因在微信群中
侮辱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而被
上海警方行政拘留 5 天。 孟某
拘留期滿後，於 3 月 3 日來到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拍攝發洩視頻，侮辱他
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3 月 8
日，南京警方決定對孟某處以
行政拘留8天的處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旅遊城市聯合會發掘拉美魅力

宇、哥倫比亞貿易工業旅遊副部長霍華德
作了主旨演講。
拉丁美洲地區擁有優美的自然風光和悠
久的歷史文化，是世界重要旅遊目的地，
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但受交通、語言等
多種因素的影響，拉丁美洲旅遊在世界旅
遊市場的所佔份額還不高，尤其在發展世
界高端旅遊目的地，以及拓展亞洲旅遊市
場方面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巴西墨西哥遊客數躋全球頭十
■程紅（右二）與魯埃達（右一）於會上
進行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 攝

■中國與哥倫比亞旅遊界人士共商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秦占國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秦占國 哥倫比亞
波哥大報道）當地時間 4 月 23 日至 25 日，
2018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拉丁美洲旅遊會
議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舉行。此次會議
是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與波哥大市政府共
同舉辦的區域性國際旅遊會議，充分展示
了拉丁美洲的旅遊資源，進一步提升拉丁
美洲在世界旅遊市場中的知名度，大力推
動拉丁美洲旅遊與全球旅遊的協作發展。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是由中國北京倡導
發起，攜手世界著名旅遊城市及其旅遊相
關機構自願結成的世界首個以城市為主體

的全球性國際旅遊組織。是次拉丁美洲旅
遊會議以「拉丁美洲：世界旅遊的新興力
量」為主題，來自哥倫比亞、秘魯、阿根
廷、巴拿馬、巴西、美國、中國等 7 個國
家的聯合會城市和機構代表、媒體以及哥
倫比亞的旅遊業代表共兩百餘人出席了此
次會議。
開幕式上，聯合會理事會執行副主席程
紅、哥倫比亞駐華大使奧斯卡．魯埃達、
中國駐哥倫比亞大使李念平、波哥大市長
恩里克．佩尼亞洛薩、利馬副市長帕特里
夏．華雷斯分別致辭。聯合會秘書長宋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世界旅遊經濟趨
勢報告（2018）》分析，2017 年美洲地區
旅遊總人次達 18.75 億人次，比上年增長
1.9%；旅遊總收入達 1.62 萬億美元，比上
年增長 4.9%，巴西旅遊接待總人次為 1.8
億人次，全球排名第八，墨西哥旅遊總收
入達 1.4 千億美元，全球排名第九。2018
年，預計美洲地區旅遊總人次和總收入將
分別達到19.17億人次和1.73萬億美元；其
中旅遊總人次增長率將達到 2.2%，比 2017
年增速有所提升，旅遊總收入增長率將比
2017 年高出 1.3 個百分點，達到 6.2%。預
計 2018 年，新興經濟體旅遊總人次和旅遊
總收入的增速分別將達8.7%和9.3%。

學生的視頻，網民希望涉事內地高
校學習港專的嚴正態度。

濫用言論自由 突破社會底線
內地近期以來出現多起「精日」
事件，一些年輕人崇拜軍國主義、
美化侵略戰爭、侮辱自己的國家和
民族，卻往往以「言論自由」為幌
子，不斷突破社會的最基本底線。
不少網民自發揭發「精日」辱華事
件，卻苦於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甚
至還出現被「精日」分子報復等情
況。清除「精日」毒瘤，不能僅靠
網民「自帶乾糧」，更需要相關部
門的嚴懲不貸。
祖國先烈不容侮辱，「精日」辱
華不可縱容。此刻，全國人大常委
會的立法，正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對「精日」的精準打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各地近期曝光的「精
日」事件引起輿論憤
怒。圖為兩名男子身穿
日本二戰軍服於南京紫
金山抗日守軍碉堡前拍
照。
資料圖片

內地擬修法
建刑事缺席審判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刑事訴
訟法修正草案昨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為加強境外追逃工
作力度和手段，修正草案擬建立刑事缺席
審判制度。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
春耀介紹，黨中央高度重視反腐敗和國際
追逃追贓工作及相關法律制度建設。黨的
十八大以來，國際追逃追贓工作取得重大
進展，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2014
年，貫徹落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精
神，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會議提出了建立
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的任務。2016 年 7 月，
法制工作委員會提出了關於建立刑事缺席
審判制度的研究報告。中央紀委建議在配
合監察體制改革修改刑事訴訟法時，對刑
事缺席審判制度作出規定。

加強境外追逃力度
沈春耀介紹，此次修改，擬在刑事訴訟
法第五編特別程序中增設缺席審判程序一

章，主要規定以下內容：一是建立疑犯、
被告人潛逃境外的缺席審判程序，規定對
於貪污賄賂等犯罪案件，疑犯、被告人潛
逃境外，監察機關移送起訴，人民檢察院
認為犯罪事實已經查清，證據確實、充
分，依法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訴；二是規定疑犯、被告人
潛逃境外的缺席審判的具體程序；三是充
分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四是根據司法
實踐情況和需求，增加對被告人患有嚴重
疾病中止審理和被告人死亡案件可以缺席
審判的規定。
除了擬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外，草案
還包括以下內容：完善與監察法的銜接機
制，調整人民檢察院偵查職權；完善刑事
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
此外，為與刑法修正案（九）、律師法、
公證法等法律相銜接，草案擬對刑事訴訟
法關於死緩執行、罰金執行、不得擔任辯
護人的情形、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的有關
規定作出相應修改。

中國將在滬設金融法院 管轄案件由最高法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根據昨日
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
議的《關於在上海設立金融法院的決定
（草案）》，中國擬在上海設立金融法
院，進一步提高金融審判專業化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在向十三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作草案說明時表
示，設立上海金融法院，是落實司法體制
綜合配套改革、完善法院組織體系的重要
舉措，有利於增強中國金融司法的國際影
響力，有利於國家金融戰略的深入實施和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建設。

草案明確，上海金融法院屬專門法院，
其審級與上海市其他中級人民法院相同，
專門管轄上海市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
金融商事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管轄案
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確定。具體包括上海市
轄區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金融借款、票
據、證券等一審、二審和再審金融商事案
件，上海市轄區中級人民法院管轄的以金
融監管機關為被告的一審、二審和再審涉
金融行政案件，以及上海市轄區新型、重
大、疑難、複雜的一審金融商事案件和涉
金融行政案件等四類情形。

南沙發佈試行《指導意見》 推動智能駕駛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廣州南沙昨日發佈了《廣州市南沙
區關於推進智能網聯汽車道路測試有關
工作的指導意見（試行）》（下稱意
見），標誌着南沙無人駕駛正式進入試
行階段。據了解，為加快推動智能網聯
駕駛技術創新發展，打造自動駕駛先行
區，南沙制訂出台了該意見，明確了道
路測試推進管理機構、測試申請要求、

道路測試辦理流程、道路測試的事故處
理和責任認定等內容。
而在南沙區中心醫院可以看到科大訊
飛研發的導診機械人正在接待病患。據
悉，科大訊飛醫學影像輔助診斷系統能
夠結合醫學專家診斷經驗和大量樣本數
據，自動從醫學影像中檢出病灶並對良
惡性作出判斷，輔助醫生快速、準確地
完成影像診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