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社會治理標準化
滬自貿區先行先試

自媒體造謠致伊利市值蒸發73億
為博取名利編造伊利董事長被調查 涉誹謗罪兩嫌犯被批捕

香港文匯報訊 3月26日，一條「伊利股份董事長潘剛被帶走協助調查」的消息，在各

網站和社交媒體上大量傳播，讓與伊利公司相關的奶農、上下游合作商、企業員工以及資

本市場投資者感到恐慌。該公司市值當日即蒸發60.789億元（人民幣，下同，約合港幣

73億元）。接到伊利公司和潘剛本人書面報案後，呼和浩特公安機關依法開展偵查，以涉

嫌尋釁滋事罪、誹謗罪將犯罪嫌疑人鄒光祥、劉成昆抓獲。目前檢察機關已依法對二人批

准逮捕。新華社昨日在報道中指出，該案件是運營自媒體的犯罪嫌疑人為博取名利所犯下

的。文章並指，近年來，網絡自媒體編造傳播經濟領域虛假信息事件時有發生。這些謠言

以其較大傳播力和迷惑性，頻頻引發市場波動和公眾恐慌，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影響經濟

健康發展。究其原因，少數自媒體野蠻生長，以謠博名、以謠博利是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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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國刑法，

捏造事實誹謗他
人，情節嚴重的構

成誹謗罪。
誹謗罪多為自訴，嚴重危害社會秩

序和國家利益的誹謗罪適用公訴程序
除外。劉成昆和鄒光祥的行為是否適
用於公訴程序？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
院《關於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
等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同一誹謗
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
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
以上的，應當認定為情節嚴重；引發
公共秩序混亂的，應當認定為嚴重危

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
北京通達法正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

鑒定意見書顯示，鄒光祥在微信公眾
號「光祥財經」發佈的文章，點擊數
達574.5萬次；劉成昆在微信公眾號
「天祿財經」發佈的3篇文章，點擊
數達10,993次。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法律部等有關

部門提供的證明材料，3月26日伊利
股票市值較前一交易日減少60.78億
元。
「根據相關證據和犯罪嫌疑人供

述，符合誹謗的構成要件」，呼和浩
特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監督處檢察官邢
浩宇說，「誹謗信息被大量轉發，混

淆視聽，蠱惑群眾，對整個市場造成
惡劣影響，適用公訴程序。」

對於劉成昆在文章中聲明內容純屬
虛構是否影響其行為構成誹謗，邢浩
宇表示，根據相關法律，行為人雖然
沒有直接提及被誹謗人的姓名，但從
誹謗的內容足以推知被誹謗人明確身
份的，可以認定為誹謗。

公安機關表示，利用網絡散佈虛假
信息，特別是圖一己之利損害公共利
益，擾亂正常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
社會危害性極大。網絡空間不是「法
外之地」，對利用網絡從事非法活動
的違法犯罪人員，公安機關將依法懲
處。 ■新華社

「我投資了1,800萬元，還背負了600萬元的外
債，這個消息出來之後，沒有人願給我們貸

款了。新生的小牛也不敢養，都給賣了。」奶農王國
興接受採訪時充滿憤慨地表示。

借小說「影射」造謠易闢謠難
「今晚我要寫篇短篇小說，超級重磅，大家敬請

期待。」3月24日，微信公眾號「天祿財經」作者
劉成昆發了一條微信朋友圈。
隨後幾天裡，「天祿財經」公眾號發表了《出烏

蘭記——盤先生在美麗堅》《出美麗堅記——盤先
生回烏蘭配合調查》《出烏蘭記——童話故事》三
篇文章。
這些文章指向性十分明顯，讓看完文章的人直接

把「小說」所指與伊利公司董事長潘剛相聯繫。
微信公眾號「光祥財經」作者鄒光祥看到劉成昆
文章後，主動添加劉的微信，詢問情況。劉回覆
道：「他最近回來了，下了飛機在機場就被帶走去
調查，最近剛回來，這兩天的事兒，所以我的消息
有點滯後。」
3月26日上午，鄒光祥致電向伊利公司求證，被

告知是謠言後，他仍寫下了《公司聚焦：伊利股份
董事長潘剛或「失聯」》的文章稱：「光祥財經獲
悉，潘剛已於近期回國，但很快被有關部門帶走並
協助調查。」
文章發出後，伊利公司聯繫鄒光祥，表示該文章
內容失實，請其刪除稿件，但鄒並未刪除。潘剛被
帶走調查的消息在網上繼續發酵。
3月26日晚，呼市公安機關接到伊利公司及其董

事長潘剛報案。潘剛在書面報案材料中寫道：「不
實文章謠傳我被有關部門帶走調查並『失聯』的情
況純屬捏造，惡意誹謗。」伊利公司也第一時間發
佈聲明和公告闢謠，卻仍難以阻止謠言繼續傳播。

此案非個例 假信息釀惡果
據伊利公司公告，董事長潘剛因患先天性主動脈

縮窄正在國外接受治療。潘剛在書面報案材料中，
也提供了他於當地時間3月26日上午11︰16在美國
取藥的書面證明。公安機關核實，潘剛於2017年9
月5日出境後，未有入境記錄。
辦案人員先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劉、鄒兩人進行

傳訊。鄒光祥承認其捏造假消息，且信息來源正是
劉發佈在「天祿財經」上的小說。
「造成這個局面我覺得很痛心，很後悔，也很害

怕。我向伊利公司員工、奶農、經銷商道歉。」看
到自己散佈的虛假信息造成嚴重後果，劉成昆後悔
不迭。
此案並非個例，2018年3月8日，「中國資訊報
道」網站刊登一篇題為《內蒙古伊利集團公司如此
欺壓奶農，誰來保護弱勢奶農利益訴求》的文章，
兩天內被70多家網站轉載，點擊量1萬餘次，此文
與事實嚴重不符，卻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經營
秩序。
經公安機關查明，伊利公司曾發現郭某某的奶站

有串奶行為、影響奶品安全，要求後者關停奶站。
郭某某向伊利公司索賠400萬未果後，指使史某某
捏造上述不實文章，並經蘇某某、陳某某等4人有
償發帖，借此進一步向伊利公司索賠1,6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上海浦東新
區和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昨日共同發佈
《社會治理指數評價體系》《「家門口」服
務規範》兩項區級標準，這兩項標准將在中
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先行先試。
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標準化處處長陶城

表示，在現有的國際標準中，社會管
理公共服務是一個新領域。運用標準
化手段提升政府社會治理能力，「從
這個意義上理解，在上海自貿區開展
此類工作，是一個探索性的、全新的
工作」。
上海自貿區自設立以來，已在貿

易監管制度、金融創新制度、事中事
後監管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效。而「3.0版本」的上海自貿區改
革開放方案中提出了建設「提升政府
治理能力的先行區」的目標。

跟蹤監測預警 反映治理情況
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陸方舟說，當日發佈

的兩個標準，正是圍繞上述目標所作出的舉
措。
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陳曉軍介

紹，近年來，上海圍繞城市運行安全、公共
交通、公共文化、醫療衛生、社區服務等領
域制定了100餘項相關地方標準。而目前在推
進城市精細化管理和創新社會治理進程中，
各個區級政府也對標準產生了需求。陳曉軍
表示，通過實踐實施，證明行之有效，並有
複製推廣意義、條件成熟的區級標準，可作
為地方標準儲備，經本市行業主管部門同
意，可以優先上升為地方標準，在更大範圍
推廣。
這次發佈的兩項區級標準各具特色。其

中，《社會治理指數評價體系》重在強調浦
東社會治理的過程性、突出浦東創新治理的
前瞻性、做到國際標準的可比性、兼顧日常
工作的考核性，發揮其對社會治理過程的跟
蹤、監測和預警作用，使其成為反映浦東社
會治理狀況的「晴雨表」，及時準確把握浦
東社會治理現狀、水平和走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長春報
道）昨日，日本細菌戰戰犯「伯力審
判錄音」檔案在長春偽滿皇宮博物院
舉辦交接儀式，不但為日本侵華事實
再添史證，也是目前除日本NHK電
視台之外，世界範圍內第2個取得這
批完整錄音檔案資料的單位，在中國
屬於首份。
該檔案收錄在俄羅斯國立錄音檔案

館，全長22小時5分57秒，主要內容
為1949年12月25日至29日，蘇聯在
遠東伯力設置的特別軍事法庭（即濱
海軍區軍事法庭），對12名細菌戰犯
所犯細菌戰爭罪行進行公開審判的錄
音檔案，涉及戰犯包括日軍第731部
隊和第100部隊成員。日軍第100部
隊是日本侵華戰爭期間駐紮在長春的
細菌戰主力部隊之一，主要研究、製
造針對動物、植物以及人畜並用的細
菌武器。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第
100部隊自行銷毀了所有設施，封藏
全部檔案，成員撤回日本國內，致歷
史真相被長期掩蓋。
雖然與日軍第731部隊同期成立，

但關於第100部隊的相關研究一直未
能深入展開。偽滿皇宮博物院院長王
志強表示，與第731部隊不同的是，
第100部隊最初是以動植物實驗為

主，後來逐漸延伸到在人體上進行細
菌實驗，「我一直堅持的觀點是第
100部隊與第731部隊從本質來講沒有
不同」。
隨着日本侵華戰爭的歷史證人越來

越少，此次獲得的錄音資料顯得尤為
珍貴。「現在在日本，還有人正在搶
救那些即將消失的口述歷史資料，過
去文字資料一直是我們尋找的重點，
影音資料十分難得，而且與文字資料
相比，有聲有色的影音資料更有說服
力，能更好地還原歷史真相。」王志
強說道。

華首次館藏日細菌戰戰犯完整審判錄音

特大暴雨襲廈門 市區嚴重水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四
川省統計局7日發佈了「5．12」汶川
特大地震重災區經濟發展相關數據：
2017年，39個國定重災縣（市、區）
地區生產總值（GDP）達到6,829.7億
元（人民幣，下同），總量是2008年
（2,247.3億元）的3倍。
其中，10個極重災縣（市、區）

2017 年實現GDP 1,657.5 億元，是
2008年的3.3倍，年均增長13.1%，
其中茂縣、汶川縣、北川縣、平武
縣、彭州市等地經濟保持較快增長。
據悉，39個重災縣（市、區）三次

產業結構從 2008 年的 21.7：45.0：
33.3 調整為 2017 年的 13.2：45.9：
40.9，產業結構實現進一步優化。其

中北川縣、都江堰市大力促進以旅遊
業為龍頭的第三產業發展，2017年第
三產業佔比分別提升至 45.1%和
55.6%。
數據顯示，經濟總量不斷躍升的同

時，災區人均收入水平也實現大幅提
升。2017年，39個重災縣（市、區）
人均GDP達到42,188元，是2008年
（13,836元）的3倍。
2008年39個重災縣（市、區）城鎮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10,802元，
2017年達到30,870元，是2008年的
2.9 倍。2017年 39個重災縣（市、
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430
元，為2008年（註：農民人均純收入
4,719元）的3.1倍。

汶川地震重災區 GDP十年增兩倍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自昨日上
午起，福建廈門全城持續暴雨，導致市內多
處出現嚴重積水，開啟「看海模式」，廈門
機場超過100個航班因暴雨延誤。
當天13時10分，廈門市氣象台通報稱，

在過去3小時期間，廈門有4個街道8個站
點出現大於100毫米降水，其中，轄區內有
廈門大學及胡里山炮台、南普陀、曾厝垵等
知名旅遊景點的思明區濱海街道，雨量達到
210.5毫米。
此外，廈門鼓浪嶼僅11時至12時之間雨
量就達48毫米，降水量約為三年一遇。由
此，廈門島內思明區、湖里區和島外翔安區
啟動暴雨一級預警。
暴雨襲城後，廈門大學思明校區積水嚴
重。西村校門口積水深達約50公分以上，
人在水中行走頗為困難；附近廈港一帶街
道，也被積水淹得有如「水城」。
廈大迅速啟動防禦暴雨洪水Ⅰ級應急響
應，全校進入應急值守狀態，當天下午全校
停課。

積水也令廈門多處交通受阻。廈門交警
和相關部門及時增派執勤人員趕赴現場，
在水坑裡指揮疏導交通，徒手清理排水
溝、疏通下水道，被民眾譽為「風雨中的
小黃人」。

桂林多處內澇 灕江水位猛漲
另據報道，受連續強降雨影響，桂林灕江

水位迅速上漲，為保證水上交通安全，桂林
海事局決定從昨日起對灕江排筏實施封航管
制。這也是灕江排筏今年首次全線封航。
5月5日以來，桂林市中北部地區遭遇大

到暴雨，境內各條河流水位暴漲。據桂林市
水文水資源局信息，昨日17時，灕江桂林
市區段水位達到145.22米，逼近146米的警
戒水位。
暴雨還導致桂林市區多處內澇，車輛被

淹，消防官兵昨日緊急營救出多名被困人
員。在灕江下游陽朔縣，因水位迅漲，原計
劃昨日晚演出兩場的山水實景演出《印象．
劉三姐》停演。

■廈門警方營救被水所困的居民。 網上圖片

■■假信息的大量傳播假信息的大量傳播，，讓與伊利公司相關的奶農讓與伊利公司相關的奶農、、上下游合作商上下游合作商、、企業企業
員工以及資本市場投資者感到恐慌員工以及資本市場投資者感到恐慌。。圖為一名工人在伊利集團液態奶生圖為一名工人在伊利集團液態奶生
產基地監看自動化生產線產基地監看自動化生產線。。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毛澤民烈士的後代、湖南紅色記憶
文化基金會理事長曹耘山（右）向偽
滿皇宮博物院院長王志強交接伯力審
判錄音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冶 攝

■上海自貿區率先探索社會治理標準化。圖為上海自
貿區。 資料圖片

網絡自媒體不是「法外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