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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网”集中行动启动

六部门合力整治网上有害信息
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记者 史
竞男）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
作出安排，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即日起至国庆节前，
开展“净网”集中行动，专项整治网上有
害信息和不良内容。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指出，
此次“净网”集中行动由中央有关部门
依据监管职责、任务分工分别开展，将
通力配合、集中力量、迅速行动，重点整
治网上涉历史虚无主义、涉黄涉非、涉
低俗等有害信息，深度清理有悖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内容。据统计，今
年以来，
“ 扫黄打非”部门组织开展“净
网 2021”等专项行动，深化对网络直
播、社交、论坛社区、网络漫画等领域的
清查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截至 5月
底，监管部门累计处置网络有害信息
155万余条，取缔关闭非法网站 6400
余个，查办涉网“扫黄打非”案件 960
起，全国“扫黄打非”办联合公安部、文
化和旅游部等挂牌督办重大涉网案件
70起。
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了“净网
2021”专项行动查办的首批典型案件。
——江苏灌南查办某团伙利用微
信公众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3月，根据群众举报，灌南县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进行侦办。警方分赴 5省市
同步收网，成功打掉一个利用微信公
众号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犯罪团伙，抓
获犯罪嫌疑人 18名，查获淫秽电子书
刊 200余 部 ，关 停 非 法 微 信 公 众 号
3000余个。该团伙自 2020年以来采
取散布“疫情补贴”
“ 节假日补贴”
“海
底捞红包”等谣言方式非法引流，引导
网民关注其控制的微信公众号，再通
过微信公众号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诱
导用户充值进行非法牟利，涉案金额
2000余万元。
——上海查办“8 31”传播淫秽物
品牟利案。去年 8月，对工作中发现的
数个名为“色 ”
“绝 ”的 App可下载
观看色情短视频情况，上海警方迅速成
立专案组进行侦办。经查，嫌疑人黄
某、郭某等自 2019年 6月起，合谋开发
色情 App和网站，在多地招募技术团
队，先后开发上线多款色情软件，存储
在境外资源服务器上的淫秽视频多达
10万余部。警方已依法逮捕嫌疑人 13
名，关闭涉黄 App6个，查冻非法资金
700余万元。
——山东莱西查办贺某等利用色
情直播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
年 1月，青岛莱西市公安机关破获该

案。经查，姜某、张某某等 12名女性， 境外赌博、色情平台及诈骗团伙进行支
先后在“盘丝洞”
“ 撕夜”等数个直播平
付资金结算，从中获利。目前，5人被
台注册账户，以每分钟 1至 2元的价格
逮捕，2人被刑拘，案件在进一步查办
开展直播，并以淫秽表演、裸聊等手段
中。
非法牟利。该网络直播团伙注册会员
——江苏无锡查办张某某涉嫌传
1万余人，资金流水 100余万元。公安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今年 2月，无锡市
机关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贺某等 14 公安局梁溪分局核查线索，发现张某某
人。
开设网站发布大量汉化后的境外色情
动漫游戏，并以充值会员换积分兑换游
——湖南绥宁查办“11 10”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案。绥宁县公安局对群
戏的方式进行牟利。4月 20日，公安机
众举报的“茄子短视频 App涉嫌传播
关将其抓获，查获境外色情动漫游戏
淫秽物品牟利”线索立案侦查，今年 2 100余部。经查，张某某在网上搭建
月，抓获涉案人员 38名。经查，
“ 茄子 “心愿屋商城”网站，并组织 22名翻译
短视频”App为境外某公司创建并运
人员对境外色情动漫游戏进行汉化工
营，平台注册色情主播 1084人、
“ 家族
作，将汉化的游戏发布在网站内供会员
长”30余人，营收近 10亿元，净利润 2.
7 充值下载。该网站累计注册会员 6507
亿余元。公安机关查处为该色情平台
名，充值 140余万元，网站内发布 170
提供支付服务的 4家境内公司，抓获犯
部境外色情动漫游戏，下载量 7万余
罪嫌疑人 40名，追缴非法所得 1700余
次。
万元。
——福建建瓯办结蔡某某等人传
——湖北麻城查办“8 06”利用色
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建瓯市公安机关
情 App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麻
破获该案，查明犯罪嫌疑人蔡某某伙同
城市公安局接到报警称，有一款 App 徐某某、罗某某，通过网络代理一款名
冒充某短视频从事色情、赌博等非法活
为“如钥”的淫秽视频观看网络平台，在
动。专案组在多地开展收网，抓获犯罪
微信群发布平台链接，引导网民观看淫
嫌疑人 7名，扣押冻结资金 300余万
秽视频，获取该平台返还的代理费用;
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伙同贾某、 同时，利用微信以每部淫秽视频 4至 10
马某、刘某等注册公司，联系帮助多家
元不等的价格，贩卖牟利。

解决“如厕难”

高考考点提前打铃
系工作失误

深化公路服务区
“厕所革命”

将依法依规追责
新华社福州 6月 9日电（记
者 邓倩倩）就网友广泛关注的
福州一高考考点提前打铃一事，
福建省教育厅 9日凌晨公告表
示，将依法依规认真严肃处理。
据通报，6月 7日上午，福建
省福州市仓山考区福建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考点高考语文学科
考试提前 2分 40秒打结束铃。
接报后，福建省教育厅即派员前
往现场开展调查，福建省教育考
试院及时封存考场所有相关资
料。
记者了解到，由于不少考生
未完成答卷，考生家长通过便民
服务平台、电话等方式投诉此次
高考事故。
官方初步认定，这是因工作
失误造成的事件，将依法依规严
肃追究责任。对于事件给考生
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省教育厅
责成福建省教育考试院，本着公
正公平原则，按照相关规定组织
评估和处置。
由于福建今年开启新高考
模式，考期 3天，目前仍在进行
中。为稳定考生情绪，福建省教
育厅要求各考点切实做好考务
组织服务保障工作，坚决杜绝类
似事件再发生。相关部门将在
高考结束后拿出进一步处理意
见。

高原明珠——青海湖
这是 6月 5日拍摄的青海湖仙女湾
景区（无人机照片）。
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
湖是维护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和中
国西部生态平衡的重要水体，是控制西

部荒漠化向东蔓延、保障东部农业区安
全的天然屏障。青海湖的生态环境特征
及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青藏高原
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
新华社记者 吴刚摄

水土流失面积

较上世纪 80年代减少近百万平方公里
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 水利部 8日
公布近期组织完成的 2020年度全国水
土流失动态监测结果。2020年我国水土
流 失 状 况 继 续 呈 现 面 积 和 强 度“ 双 下
降”、水蚀和风蚀“双减少”态势，生态环
境状况持续向好。
监测结果显示，2020年全国水土流
失面积 269.
27万平方公里，较 2019年减
少 1.
81万平方公里，减幅 0.
67%。与上世

纪 80年代监测的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最高
值相比，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 97.
76
万平方公里。
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中，
水力侵蚀面
积为112万平方公里，
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41.
59%，
较2019年减少1.
47万平方公里，
减幅1.
3%；
风力侵蚀面积为157.
27万平方
公里，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 58.
41%，较
2019年减少0.
34万平方公里，
减幅0.
21%。

新华社北京 6月 8日电（记者
周圆）记者 8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
即日起至 12月 31日，交通运输部将
从增加厕位数量、完善卫生设施、加
强保洁管理等方面，持续深化公路
服务区
“厕所革命”专项行动。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日前印发
《深化公路服务区“厕所革命”专项
行动方案》。方案明确，到今年年
底，省域内客流量排名前 50％的高
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卫生间基本实现
设施完备、厕位充足、卫生整洁、生
态环保，公众“如厕难”和“卫生差”
问题基本解决；除不可抗力因素外，
公路服务区应保障工作日、周末、重
大节假日期间每个厕位排队人数分
别不超过 1人、2人、3人；合理增设
第三卫生间，完善儿童如厕设施，满
足异性家人陪侍使用需求。
在管理模式上，方案提出探索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多样化
运营模式，加强与所在地区旅游和
城 管 部 门 、乡 镇 政 府 等 方 面 的 合
作，明确保洁责任主体和卫生标准
要求；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具备
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
通过设置厕位传感器、厕位门红绿
灯占用指示、卫生间外引导屏等方
式，提高卫生间使用效率；积极推
广“公厕长”制，规范岗前准备、卫
生维护、物品添置、垃圾归类等操
作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