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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昊） 今年以
来，市网信办联合市公安局、市通
管局等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开展净化
网上舆论环境专项整治，强化网络
执法工作，严肃查处各类网上违法
违规行为，对 5起违反互联网管理
法律法规的典型案例予以了通报。
这５起典型案例为：

“甬上金融第三眼”微信公众
号涉嫌违规采集传播互联网新闻信
息案件。2018年3月，市网信办接
到相关部门投诉举报，反映“甬上
金融第三眼”微信公众号以曝光处
罚为名，开展不实延伸解读传播，
误导市民网民。经查，该公众号无
新闻资质，违规从事互联网新闻采
编活动，违反《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管理规定》 第五条、第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之规定。

报上级网信部门同意，相关部门对
该公众号实施关停处理。

吕某涉嫌制造传播网络谣言案
件。2018 年 3 月 25 日，吕某为增
加微博点击量和订阅量，未经核实
在网上转发某工地塔吊相撞死亡 8
人的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严重不
符，致使不实信息在网上传播，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吕某因涉嫌虚构
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五条第 （一） 项之规定，被处以行
政拘留3日的行政处罚。

张某某涉嫌制造传播网络虚假
警情案件。2018 年 3 月 22 日，张
某某因感情纠纷，故意在网上编造

“某住宅区有一女子死亡”的虚假
警情，以博取男友的关注。张某某
因涉嫌编造虚假警情、散布谣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二十五条第 （一） 项之规
定，被处以治安罚款300元。

梁某某涉嫌制造传播“一人砍
死八人”的网络谣言案件。2018
年3月15日，梁某某在不知道事实
真相的情况下，通过手机QQ发给
林某某两段视频和“今天早上，山
下道口，死了八个人，路人报警，
把路人都杀了”的不实信息，且将
此信息在微信群上传播，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梁某某因违反《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
五条第 （一） 项、第十二条之规
定，被处以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
罚。鉴于梁某某已满十六周岁不满
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一条
第 （二） 项之规定，对其不送拘留

所执行。
宁波 e舟网涉嫌发布违法信息

案件。宁波 e 舟网曾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因违规发布信息，被警方
处以警告并责令限期两日内整改，
今年该网站上出现多条涉及办理假
发票的违法信息。根据《计算机信
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
法》 第二十一条第 （五） 项之规
定，警方给予该网站法定代表人罚
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和市通管
局提醒广大网民，互联网不是法外
之地，网上发声不能任性随意，网
民要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做到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对利用互联
网编造传播谣言、发布违规内容、
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将依法严肃
查处。

我市公布5起违规采编互联网新闻信息
及传播网上有害信息案例

本报讯（记者王晓峰 通讯员
应周 冯贺）今年以来，我市公安
机关全力践行“服务争效”理念，当
好“护花使者”，服务“赏花经济”，
全方位安保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这个周末终于陪着老婆孩
子去踏青了一下。”对于奉化萧
王庙派出所副所长徐月峰来说，
这个周末是圆满的，因为这是他
年后过的第一个双休日。春天来
了，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庙
会、灯会、桃文化节等大型群众
活动先后举行，周末更是人员密
集。为保证活动安全有序，徐月
峰放弃休假，忙着查看路线、制
作方案、沟通协调……

徐月峰说，他已连续工作
52 天了，感觉最亏欠的就是家
人。其间，妻子出差一周，他只
能把两个孩子分别寄养在父母家
和岳父母家。3岁的小宝发烧打
点滴 4天，他也只能趁着夜间休
息时间回家探望。

在这最美“护花季”，徐月峰

只是一个缩影。今年开春以来，奉化
公安部门全警放弃节假日休息就有
7次，投入安保警力4200余人次。同
时，对奉化全区 19 个重点区域、52
条重点线路进行全面排查，督促整
改各类安全隐患40余处。

随着天气转热，象山影视城等
传统景点人流不断增多，“出海
游”成为热门。去年4月27日成立
的象山“旅游警察”除了要维持景
区的秩序外，还要进行治安“大扫
除”；在宁海，桥头胡樱桃节、长街蛏
子节等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当地
公安机关对活动现场反复踏勘，及
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同时部署充
足警力维护现场秩序；在慈溪，当地
公安机关更是启用无人机等高科技
设备，为出行群众提供安全保障。

“有些公安分局还在人流密集
的各大景区建立了固定警务站或者
流动警务室，保证‘有人负责、有
人巡逻、有人管事’。”市公安局相
关负责人说，为了更好地提升民警
应对各类旅游类纠纷的能力水平，
我市各级公安机关正在加大对执勤
民警的执法规范化培训力度，对各
类涉旅警情的处置进行研究及学
习，以便于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
状态，更好地服务群众。

当好“护花使者”
服务“赏花经济”
公安机关全方位安保助推全域旅游发展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
员项晓婷） 昨天，被誉为“浙东
红村”的余姚市梁弄镇横坎头村
成为少先队爱国主义实践基地，
迎来了 30 余位前来传承红色基
因的“红领巾”。他们化身“小
跑男”，在一个个“红色任务”
指引下，穿梭于村史馆、浙东军
史陈列馆和山间果园，经历一场
生动有趣又入脑入心的革命传统
教育和实践体验之旅。

这是由团市委、市少工委主
办，市青少年宫、东海少年军校
承办的首场市红领巾“学习回信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实践
活动。

活动“定向越野”“小队竞
赛”的特点，很快激发出“红领
巾”的热情和拼劲。在横坎头村村
史馆前的大舞台上，少先队员们分
成三队快速地拼总书记回信拼图，
并声情并茂地朗诵回信内容，不少
游客驻足观看聆听。

通过参观村史馆回顾“红村”
历史、樱桃果园访困难农户、景区
内宣传垃圾分类、大糕作坊体验农
家生活、红色电台讲革命故事等多
种主题活动，“红领巾”们切身感
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老区
情怀”和对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
的美丽乡村的期望，红色文化、红
色基因潜入他们的心田。

横坎头村成为少先队爱国主义实践基地

“红领巾”在红村传承红色基因

昨晚，2018年春季城市萤火虫换书大会在天一阁下沉式广场举行。今年的换书
大会以“共享书香”“眼鉴书香”“声传书香”的形式，给参加活动的市民带来一场集
视觉、听觉、嗅觉于一体的精神盛宴。

（刘波 忻之承 摄）
萤火点点 书声琅琅

本报讯（记者陈青 通讯员
刘燕）昨晚，青年作家、老舍文学
奖得主文珍和宁波读者一起，在
市图书馆朗读亲笔手写的“致未
来的一封信”，《致未来的图书馆
新馆》《我要写一封信给你——我
未来的城市》……分享暖暖书香
情，传递对未来的憧憬。

此前，市图书馆向广大读
者征集一封给未来的信，推荐
一本钟爱的书籍。百余名读者
来信投稿，这些信有写给未来
的自己、未来的亲人，也有给
书香宁波，给未来的宁波市图

书馆新馆。
青年作家文珍在《给未来图书

馆的一封信》 中说：“未来的图书
馆”先生，我想和你说，也许一个
好的有价值的图书馆并不需要大如
迷宫，驳杂如市场，只需术业有专
攻，只需真正考虑如何让那些想读
书的人更便利地读到好书，就像那
些最出色的主题书店一样。

昨晚的图书馆之夜活动上，现
场公布了 20 名优秀作者的名单并
颁发证书。最后，在 7位领读嘉宾的
带领下，全场一起朗读了戴忠平的

《书香宁波》。

图书馆之夜分享书香情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象山
记者站陈光曙 通讯员胡乐鹿）
在 第 23 个 世 界 读 书 日 到 来 之
际，前晚，由水滴爱心慈善基金
发起组织，象山县文明办、团县
委、县文广新局、县旅委主办的

“书·爱——换书夜市”活动，
在该县人民广场举行。

据了解，本次“换书夜市”
活动有近万人参与，最后募得
1.3 万余册图书。主办方挑选了

约 3000 册 图 书 供 “ 夜 市 ” 换
书，其余 1万余册将送至全县民
工子弟学校和西藏比如县学校，
让他们感受到“用书承载的爱
心”。

截至目前，象山“换书夜
市”活动已举办了三季，累计
收集与捐献书籍 7 万余册，参
与捐赠者超 3 万人次，为上千
名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圆了阅
读梦。

象山“换书夜市”
助力全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俞永均 通讯
员孙耀楠）21 日 15 时许，全球首
艘第二代 40 万吨超大型矿砂船

“远河海”轮在卸完38.8万吨巴西
铁矿石后，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
衢山港区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

“远河海”轮由上海外高桥
造船有限公司为中国矿运有限公
司建造，主甲板相当于 3个足球

场大，自重达 5.5 万吨，此次系首
航。该轮具有环保、节能、安全等
特点，单位海里油耗较第一代超大
型矿砂船降低30%，同时综合性能
大幅提高。

资料显示，自2016年9月靠泊
40 万吨矿船以来，鼠浪湖矿石中
转码头累计完成 40 万吨矿船作业
36艘次。

“远河海”轮首航宁波舟山港
主甲板相当于3个足球场大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
员陈姿爽）“砰”，随着号令枪
响，来自全省各地的 500名毅行
者迎着海风，听着海浪，沿着沿
海观光步道，一路感受半岛旖旎
的山海风光……昨天上午，“我
爱诗画浙江”大型全民公益毅行
活动象山站在松兰山举行。

本次活动的起点、终点均
设在东沙滩小木屋，全程 6 公
里。途中设立两个补给站和一
个打卡点，参与者完成全场毅

行活动便能获得一本荣誉证书和
一份精美小礼品。“在行走中欣赏
美 景 ， 感 受 积 极 向 上 的 生 活 方
式，心情也像春日般美好。”一名
毅行者告诉记者。

据了解，“我爱诗画浙江”大
型全民公益毅行活动于去年 11 月
启幕，选取了浙江各地颇具特色、
底蕴的 11 处风景名胜，行走于山
川河流间，在赏美景、强体魄的同
时，倡导文明旅游，传递爱环境、
护古迹、绿色行的理念。

用行走感受最美的风景

“我爱诗画浙江”公益毅行
象山站火爆开走

图为毅行现场。 （陈姿爽 沈孙晖 摄）

本报讯（记者龚哲明 通讯员
陆文闻） 市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近日
印发 《2018 年全市法治宣传教育
工作实施意见》，确定今年我市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重点为“深入开展
宪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进机
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
乡村、进军营、进家庭、进网络
等，使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融入人
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增强全民
宪法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宪
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良
好氛围。

“加强宪法宣传，就是加强宣
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依法治国重要论述，就是加强宣传

改革开放 40 周年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新成就。”市
普法办负责人说，加强 2018 年宪
法修正案的学习宣传，大力宣传我
国宪法的基本内容和地位作用，大
力宣传我国宪法实施的重要成就，
弘扬宪法精神，是今年我市普法工
作的重中之重。

紧紧围绕“六争攻坚”等市委
市政府中心工作开展精准普法是实
施意见规定的今年又一普法重点。
实施意见指出，按照“党委政府中心
工作推进到哪里，法治宣传跟进到
哪里”的理念，以需求定主题，以问
题定导向，深化分业、分类、分众法
治宣传教育，主动服务我市“六争攻
坚三年攀高”推动宁波走在高质量

发展前列的目标，开展精准普法。围
绕“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供给侧
改革、乡村振兴战略、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等，切实增强法治宣传服务改
革、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保障民生
等方面的意识，组织开展相关法律
法规主题宣传活动。

法治文化建设，是宁波普法工
作的亮点、特色。实施意见确定，
根据全省统一部署，我市组织开展
法治文化建设年活动。继续重点建
设5至10家特色法治文化场馆，打
造一批起点高、创意新、特色明、
功能全的法治文化景观阵地，并积
极争创全省第三批“法治文化建设
示范点”。将法治宣传教育纳入文
明创建考核，进一步推动法治文化

进农村文化礼堂。引导鼓励专业文
化团队参与法治文化作品创作，深
挖本土法治人物、法治典故，将法
治元素融入地方戏、农民画、民间
艺术等，推动法治文化与民俗文
化、行业文化、地域文化融合发
展。坚持民需导向，精心培育植根
群众、服务群众的法治文化活动平
台，加大优秀法治文化作品的宣
传、展演和展示力度，提升法治文
化吸引力。

此外，我市将重点抓好“关键
少数”、青少年和其他重点对象的
普法工作，高水平推进新时代民主
法治村 （社区） 建设，进一步落实
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
任制工作等。

今年全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重点确定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组织开展法治文化建设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