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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针对近期网上涉
及未成年人犯罪和欺凌事件报道有
所增多的趋势，中国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 6 月 30 日发布通知，对此
类报道作出严格要求。

有关通知要求，不得突出登载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报道。涉及未成
年人的新闻报道中，不得披露未成
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
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涉及未成年人的网上报道中，
严禁使用未经处理的涉未成年人暴
力、血腥、色情、恐怖等违法视频及
图片。严禁以胁迫、诱导未成年人
等方式采集信息，严禁歧视未成年
人或利用未成年人负面新闻进行商
业牟利。

对于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严重
不良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国家网信
办将依法采取约谈、警告、罚款等处
理措施，直至取消网站新闻信息服
务资质。

因一辆出租车不接受停车检
查，山东省曲阜市交通局监察大队
的两辆执法车便违规超速实施围追
堵截，致使出租车发生6死2伤的特
大交通事故。近日，该省济宁市检
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对曲阜市交
通局交通监察大队原大队长沈某、
二中队原中队长孔某、二中队原队
员王某决定逮捕。

今年 3 月 12 日，孔某与中队其
他队员乘坐王某驾驶的白色桑塔纳
执法车巡查时，发现蒋某驾驶的泗
水县出租车。因当时正值春运期
间，孔某想检查这辆外地出租车的
安全措施是否到位，便指令王某掉
头，并让沈某驾驶的现代执法车合
力追赶。

当出租车行至一交叉路口闯红
灯时，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日产天籁
轿车发生猛烈相撞，导致蒋某和出
租车上的4名人员及天籁轿车司机
共6人死亡、2人严重受伤。检方调
取视频资料证实，孔某、王某与沈某
等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驾驶执法
车辆围追堵截出租车造成了6死2伤
的特大交通事故。（据《齐鲁晚报》）

由 于 收 受 两 名 老 板 的 贿 赂
687.908万元，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秘书长陈华一被肇庆市中级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
个人财产400万元。陈华一上诉后，
广东省高院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根据判决书，2007 年，珠海市
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兼总
经理郑某某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
珠海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并羁押，
2008 年 1 月 17 日被取保候审。陈
华一在收受郑某某650万元的贿赂
后，为涉嫌犯罪的郑某某“运作”案
件，到处找人，企图帮助郑某某逃
脱司法追究。

2010 年，陈华一利用“重点工
程”让东莞市某某达市政工程管理
公司董事长王某某提供了一辆价值
37.908万元的皇冠轿车。为了防止
此事败露，陈华一应王某某的提议，
给王某某写了一张借条，借款人为
陈华一的妻子张某真。借条一直由
陈华一保管，王某某没有收取该借
条。陈华一取得该辆汽车后，则一
直由张某真使用。（据《羊城晚报》）

聚焦新国家安全法

为何坠毁在闹市
据报道，这架 C－130“大力神”运输机

当天正午时分从位于棉兰市的一座空军基
地起飞，准备前往廖内群岛省运送物资和军
事人员。飞机起飞后不久即坠毁在棉兰一
闹市区。

军机起飞的苏翁多空军基地前身是民用
的波洛尼亚国际机场，距离中心城区仅 2 公

里，也在市中心范围内。2013 年 7 月，波洛尼
亚机场搬迁后，原址即归属空军，改作空军基
地。因此，基地内的军机起飞、降落都会飞越
大片人口稠密的城区。

坠机可能的原因
目前惨剧发生的原因尚不清楚，印尼军

方已成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印尼航空安
全专家阿尔文·列分析，军机失事可能由多

重因素导致，包括机械、电子、液压、燃料等
设备发生故障，甚至可能与附近锡纳朋火山
近期喷出的火山灰在空中积聚，进而导致军
机引擎受损有关。他否认军机失事牵涉恐
怖主义，因为“军机登机前需要经过严格的
安全审查”。

有分析人士指出，失事军机生产于 1964
年，服役时间已超过 50 年，年久失修或许是
军机失事的原因。 （据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于7月1日表决通
过了新国家安全法。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适应国家安全
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我国以法律形式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
的重要举措。专家对其五大亮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此外，为提升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新国家安全法将
每年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五大亮点

印尼军机

印度尼西亚空军印度尼西亚空军
一架一架 CC－－130130 运输机运输机 66

月月3030日坠毁在北苏门答腊日坠毁在北苏门答腊
省棉兰闹省棉兰闹市区市区，，事故已经造成事故已经造成
141141人死亡人死亡，，机上机上122122人全部人全部
遇难遇难。。军机为何坠毁在闹军机为何坠毁在闹
市市？？什么因什么因素可能导素可能导

致军机坠毁致军机坠毁？？

坠毁闹市坠毁闹市

亮点一
综合性全局性国家安全法

新国安法在总则中明确了国家安全、总
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等概念。

“与传统的安全观不同，新的国家安全
观还包括非传统领域的安全，目标是构建集
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
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
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
体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说。

早在 1993 年，我国曾公布施行过一部
国家安全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履行
的职责特别是反间谍工作方面的职责。但
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这部法律已
难以适应全面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的需要。

2014年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间谍法》，相应废止了原有的国家安全法。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法制
办国防政法司司长吴浩说，国家安全形势的
发展变化需要我国制定一部综合性、全局
性、基础性的法律。国家安全法涵盖了国家
安全各个领域的内容，很多都是原则性规
定，重点解决国家安全各领域带有普遍性的
问题和亟待立法填补空白的问题，同时为今
后制定相关配套法律法规预留了空间。

亮点二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新国安法强调，国家维护国家基本经济
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关系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产
业、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其他
重大经济利益安全。

该法同时明确，国家建立国家安全审查
和监管的制度和机制，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
家安全的外商投资、特定物项和关键技术等
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我国
早已有经济安全审查监管这一制度，比如进
出口贸易等都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防止出
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贸易风险。比如我国制
定核出口管制条例，就明确国家对核出口实
行严格管制，这也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世
界和平的举措。此次通过法律重申这一安
全制度，为以后修改、完善经济安全审查措
施奠定了法律基础。

王振民说，建立这一审查制度是必要
的，以前的审查主要依靠行政措施，
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很多
国家都有相应经济

审查制度的法律措施，实行这一制度并非
表明我们不欢迎国外投资、放慢对外开放
的步伐。对外商投资企业来讲，这一制度
的设立意味着规则将更加清晰明确，为我
国外商投资，包括中外贸易创造了更加健
康有序的环境。

亮点三
确保文化安全

法律明确，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前进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范
和抵制不良文化影响，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
导权，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文化安全属于国家安全观中的非传统
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国际法所法
治战略研究部主任李忠认为，文化安全主要
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是指中华文化
的安全，中华文化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产，
不能被西方文化所取代。

针对关于这一规定会否限制言论自由
的担心，李忠认为不必要。他说，现在人们
反映最强烈的不良文化是指很多宣扬暴力、
仇恨、色情、恐怖、国家分裂的文化传播，因
为这样会导致社会极其不稳定。比如宣扬
民族仇恨情绪的做法，在很多国家也是入罪
的，任何国家都不会任其泛滥。

李忠说，我们的文化安全既不是文化锁国、
限制言论自由，也不是我们不再对其他国家
开展文化交流，我们要继续开展平等对话，在
这个过程中丰富中华文明，给全人类作贡献。

亮点四
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

新的国安法规定，国家建设网络与信
息安全保障体系，并加强网络管理，防范、
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
窃密、散布违法有害信息等网络违法犯罪
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

“这部法第一次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
这一概念，这可以理解为国家主权在网络空
间的体现、延伸和反映。”王振民说，
这个原则既是我国维护国家
安全和利益，也是参
与网络国际
治 理

合作应该坚持的原则。
据介绍，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应

用的迅速发展，网络信息技术广泛运用于国
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管理中，
各国都在加速构建各自的网络与信息安全
保护体系。一些西方主要国家为维护网络
空间主权，很早就制定了法律法规，并将维
护网络安全纳入了国家安全战略。

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区别在于可能
有重叠，例如网络交易，可能出现在美国交
钱，在中国提货的情况，这就需要各国进行
协商合作，建构大家都能接受的，网络国际
治理与合作的法律框架。王振民说，目前这
一领域还没有国际上通行的规则可循。

亮点五
为太空安全提供法律支撑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国家安全法草案
二次审议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后，不少人
认为太空、深海和极地这些“战略新疆域”有
着现实和潜在的重大国家利益，也面临着国
家安全威胁和挑战，应当将维护这些领域的
安全任务纳入国家安全法。

为此，新的国安法规定，国家坚持和平
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区域和极
地，增强安全进出、科学考察、开发利用的能
力，加强国际合作，维护我国在外层空间、国
际海底区域和极地的活动、资产和其他利益
的安全。

马怀德说，我国在外层空间、国际海底
区域、极地等领域开展科考、资源勘探和开发
利用，有利于人类的发展。事实上这些领域
不属于任何一国，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人口占世界六分之
一，批准和加入了关于这些新型领域的一些
国际公约，中国有权也有义务履行公约义
务，对这些领域进行探索开发，造福全人
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有权依法保障自
身的相关活动、资产和人员的安全，
马怀德说。 （据新华社）

报道未成年人犯罪
不得披露个人信息

广东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
陈华一受贿获刑15年

出租车拒不接受检查
执法车违规追截致6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