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总值班：马宗贵 值班编辑：蔡炳先 值班校对：李俊玢国内
www.sanyarb.com.cn

2018年 6月 12日 星期二

新华 调查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新华社北京 6月 11日电（记者 罗沙）记者
11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近日
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先予仲裁”裁决应
否立案执行的请示作出批复指出，网络借贷合同
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机构在纠纷发生前作出的
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
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执行申请。

据介绍，2018 年 4 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反映，2018 年以来，大量当事人持“先予仲裁”申
请人民法院执行，大多是网络借贷合同纠纷。对

“先予仲裁”裁决的性质、应否执行、如何执行等
法律问题，各地法院存在较大分歧，法律适用标

准及处理情况不统一，亟待释明。
最高法对此批复指出，当事人申请人民法

院执行仲裁机构根据仲裁法作出的仲裁裁决或
者调解书，人民法院经审查，符合民事诉讼法、
仲裁法相关规定的，应当依法及时受理，立案执
行。但是，根据仲裁法第二条的规定，仲裁机构
可以仲裁的是当事人间已经发生的合同纠纷和
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批复还规定，下列情形应当认定为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仲裁庭
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

一是仲裁机构未依照仲裁法规定的程序审

理纠纷或者主持调解，径行根据网络借贷合同当
事人在纠纷发生前签订的和解或者调解协议作出
仲裁裁决、仲裁调解书的；二是仲裁机构在仲裁
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
据、答辩等仲裁法规定的基本程序权利的。

批复明确，前款规定情形中，网络借贷合同
当事人以约定弃权条款为由，主张仲裁程序未违
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批复自 2018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最高法
同时明确，人民法院办理其他合同纠纷、财产权
益纠纷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执行案件，适用本批
复。

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
者 11 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四价流感
病毒裂解疫苗在我国获批上市，用于预防 3 岁及
以上人群流感病毒的感染。这是我国首个上市
的四价流感疫苗，此前我国市场上的流感疫苗
均为三价流感疫苗。

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获批上市的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除包含

普通三价流感疫苗的 A1、A3、BV 型病毒外，还包
含 BY 型流感病毒，这也是 2017 至 2018 年我国流
感季流行的主要病毒株。该疫苗通过采用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的流行毒株，经过鸡胚孵化培养收
获病毒，结合灭活疫苗生产工艺制备而成。

据介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分别批
准了华兰生物疫苗有限公司及长春长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的生产

注册申请。
为全面评估该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各相关单位通过采取全程跟
进、开放审评、前瞻指导、程序联动等方式，在充
分借鉴国内外创新药品研发、评价经验基础上，
严格把关，确保了注册工作的科学、客观、高效。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主要由甲（A）型和
乙（B）型流感病毒引起，由于病毒经常发生抗原

变异，传染性大，传播迅速，极易发生大范围流
行。特别对于婴幼儿、老年人和存在心肺基础疾
病的患者，感染流感病毒可能并发肺炎等严重并
发症而导致重症或死亡。目前，接种流感疫苗是
预防流感疾病及大爆发的最有效的措施，世界卫
生组织每年会根据全球流感流行情况，预测流感
流行趋势，从而推荐适合本年度流感疫苗生产的
毒株。

四价流感疫苗在我国首次获批上市

最高法：

网络借贷合同纠纷“先予仲裁”
人民法院一律不予受理

监管之下，视频直播平台涉黄现象得到了
有效遏制。但记者调查发现，直播平台涉黄近
期又有新变种，开始向音频直播平台蔓延。

音频直播平台暗藏“特殊服务”

“哪位小哥哥帮我把礼物刷到 3 万点就
‘开车’。”记者在一个名为陪我的音频直播平
台里发现，有主播通过电台功能公开进行有挑
逗性内容的音频直播。过程中，主播不断怂恿
收听者“刷礼物”。短短几分钟，主播就进账超
过 1000 元的“打赏”。在线收听人数有 3400 多
人。

在一些音频直播平台，“磕炮”“开车”“磕
泡泡”等是提供涉黄语音服务的代名词。

一名提供此类音频直播服务的主播告诉
记者，电台里公开“磕炮”是为了聚人气，收入
主要来源还是一对一“私聊”，一般 20 分钟要
价 50 元，用户也可“订制服务”，但价格更高。

“平台抽成超过一半，每天直播 3 小时左
右，1 个月到手过万元问题不大。”该主播说。

除此之外，记者在多个音频直播平台发
现，涉黄音频直播常常打着“交友”“脱单”的幌
子。

在 Hello 音频直播平台的某个交友直播房
间内，房主告诉记者，只要支付一定的房费后，
房内在线的 8 名女性主播可以“任意带走一
个”，私下进行有偿音视频服务。

此前，有媒体报道荔枝电台等音频平台出
现教授如何“磕炮”的语音片段、“打色情擦边
球”的广播剧等低俗内容。对此，荔枝音频平
台表示，将“严厉打击涉及未成年人的低俗节
目内容”，并对 ASMR（注：“自发性知觉经络
反应”，通过各类模拟音效缓解人的精神压
力）类节目进行全面整改。

腾讯 QQ 安全团队也发布公告称，近期接
到举报，有部分未成年人通过网络平台，以文
字、语音等方式进行带有“性挑逗”的不良行
为。排查出涉及相关不良行为 QQ 群 280 多
个，涉及群主及管理员账号合计 600 多个，已全
部进行封停处理。

谨防涉黄网络音频向未成年
人伸出“黑手”

“每天演戏就行，比视频（直播）轻松，不
用化妆、挑衣服、选背景。”一个 19 岁的女主播
告诉记者，自己利用闲散的时间提供此类服
务，1 个月就能赚数千元“零花钱”，收听者主要
以年轻人为主。

Hello 音频直播平台相关负责人在给记者
的回复中表示，其用户来源 90％是大学生和刚
进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

记者在手机市场中搜索“语音聊天”，下载
了 18 款语音交友 APP，发现没有一款需要实名
认证，大部分 APP 甚至无须手机注册，直接绑
定 QQ 或微信即可登录。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裴谕新
认为，涉黄音频直播影响和危害最大的还是未
成年人。

“相关音频提供方因为利益的诱惑，容易
把目标群体扩大到未成年人身上。再加上处
在青春发育期，未成年人更容易被诱惑，也更
容易成为被牟取暴利的弱势群体。”裴谕新表
达了自己的担忧。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旻表示，有的
音频直播 APP 中出现传播疑似淫秽等情况，违
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
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
办法》里的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涉
嫌传播淫秽物品罪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长期从事网络音频研究的中国传媒大学
艺术研究院教师魏晓凡认为，不论是 ASMR 还
是有声读物等本身并不带有猥亵性质。它们
契合了当下一些人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和娱
乐的习惯，使用得当可以带来很多益处。

“应该权衡如何在不误伤合法内容的情况
下进行监管。”魏晓凡说。

平台监管应创新手段形成合力

面对五花八门的音频直播，平台如何监
管？记者采访了数家音频直播平台，一些平台
表示，已经建立了一套识别违规文字、图片信
息的系统，如果用户上传内容中含有违规信
息，系统会加以屏蔽。此外，平台还采取了鼓
励用户实时举报、监测大量发布相同内容的主
播和用户大量涌入的直播房间等手段。

但也有平台表示，尽管已经建立起一支超
过 300 人的监控团队，但语音违规现在算是个
盲区，监控难度比较大，对人工监控依赖度比
较高。

“从技术角度上来讲，对音频直播平台的
监管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科大讯飞研究
院院长胡国平说。

但胡国平认为，这需要两个前提，一是人
工智能在“遇见”涉黄音频的时候能够自动识
别。目前，相关技术已经成熟。其次，平台能
否合作，愿不愿意接入数据流。如果数据流加
密或经过处理，监管就无法实现。

“当前，大平台违规现象较少，但大量小平
台合作动力又不足。除了单独开发监管系统
费用高昂的原因外，这也涉及平台的营利。”胡
国平说。

（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每天直播3小时 1个月到手过万元
——部分音频直播平台涉黄调查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6 月 11 日，在江苏省镇
江市宝塔路街道润州花园
社区，志愿者为孤寡老人包
粽子。

端午节前夕，各地举办
赛 龙 舟 、包 粽 子 等 民 俗 活
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

新华社发（石玉成 摄）

民俗迎端午

新华社西安6月 11日电（记者 李
浩）“我不怕死，我一个人牺牲了，还有
更多的人活着，将来的社会必定是光明
的，不要为我伤心掉泪。”这是烈士李子
洲被捕后在狱中写信鼓舞妹妹李登岳
的话。

李子洲，1892 年出生于陕西省绥德
县。1917 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
后入哲学系学习，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
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被推举为五四
游行大会主席团成员，积极参加了“火
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等革命活动。

1920 年 1 月，为使全国了解陕西社
会情形及黑暗状况，李子洲与旅京陕西
学生创办了《秦钟》月刊。次年 10 月更
名为《共进》。1922 年 10 月又成立了陕
西旅京青年进步组织共进社，他既是共
进社的领导人，又是《共进》半月刊的撰
稿人和发行人。

1923 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
李子洲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从北
大毕业回陕，先后在三原渭北中学、榆
林中学任教。1924 年秋，李子洲任绥德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在他的
指导下，绥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进
步团体共进分社、陕北青年社，创办了
进步刊物《陕北青年》，引导大批青年走
上革命道路。

1924 年冬，李子洲等人在四师成立
了陕北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并
帮助榆林中学和延安四中建立了党团
组织，选派刘志丹等一批党团员进黄埔
军校学习军事政治，派党团员到陕北军
阀部队做兵运工作，发展百余名官兵加
入了中共党团组织，为这支部队后来发
动清涧起义打下了组织基础。他还组
织成立了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轰
轰烈烈的反军阀斗争。

1926 年 12 月，李子洲奉调到西安
参加筹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和
改组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的工作。
1927 年 1 月，当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

1927 年 2 月，中共陕甘区执行委员
会在西安成立，李子洲任执委委员，分
管组织工作，在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
下，陕甘 40 多个县市成立了党团组织，
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四一二反革命政
变后，李子洲和陕甘其他领导人一起，
组织了西安人民讨蒋游行示威，还通过
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向全国
发出通电，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1927 年 6 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
陕西进行“清党”，并电令留守陕西的石
敬亭逮捕李子洲等共产党人，他被迫转
入地下坚持斗争。7 月，中央撤销陕甘
区委，成立陕西省委，李子洲当选为省
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年 9 月，兼任中
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参与了省委对清
涧起义、渭华起义的领导决策工作。

1928 年 11 月，李子洲代理中共陕
西省委书记。1929 年 2 月，由于叛徒出
卖，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李子洲被
捕入狱。面对敌人酷刑折磨，他坚贞不
屈，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
李子洲入狱前已积劳成疾，加之敌人的
残酷折磨，同年 6 月 18 日在狱中病逝，
时年 36 岁。

1944 年 2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
甘 宁 边 区 政 府 设 子 洲 县 ，以 志 纪 念 。
1957 年，李子洲陵园扩建为绥德革命烈
士陵园。

陕北共产党发起人
李子洲

李子洲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杭州 6 月 11 日电（记
者 马剑）浙江湖州警方日前破获一
起由公安部督办的特大生产、销售假
药案件，捣毁制售假药窝点 9 个，抓获
犯罪嫌疑人 12 名，肉毒素等各类假美
容药销售遍布全国 30 余个省市，涉案
金额 1.5 亿元。

据悉，该案件目前已初步告破，
共计捣毁制售假药窝点 9 个，现场扣
押 各 类 肉 毒 素 3828 盒 、各 类 玻 尿 酸
40771 盒、纤维王等减肥药 5253 粒，假
药销售遍布全国 30 余个省市。截至
目前，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
另有 1 人正在上网追逃。

浙江

警方破获
特大制售假药案

据新华社西宁 6 月 11 日电（记
者 王大千）记者从青海省公安厅获
悉，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警方近日
连续破获 9 起盗掘古墓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 9 人，缴获珍贵文物 54 件。

目前，8 名盗掘古墓的犯罪嫌疑
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非法收购文物
的犯罪嫌疑人马某被取保候审。经
专家初步鉴定，被盗古墓属于公元前
900 年至公元前 600 年的卡约文化古
墓地。

卡约文化因 1923 年首次发现于
青海省湟中县卡约村而得名，是青海
重要的土著文化，也被认为是古代羌
人的文化遗存。

青海

警方破获
9起盗掘古墓案
缴获文物54件

公安部公开通缉
十名重大文物犯罪
在逃人员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11 日，
公安部发布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
三批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被通缉的 10 名在逃人员是：刘邦强、
徐道银、张恒、吴光成、范党辉、马卫
国、房国利、关金岗、王建韬、韩万里。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
揭发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以及盗
窃、倒卖文物等犯罪活动。发现有关
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对
提供线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揭发有
功人员，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弘扬“上海精神”
破解时代难题

◀上接1版
今日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依然存在，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
全威胁不断涌现，单边主义、贸易保
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
表现，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
时沉渣泛起。令人鼓舞的是，推动
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
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
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捍
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
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地球
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
融 、命 运 与 共 ，合 作 共 赢 是 大 势 所
趋；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
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
民共同愿望。人们共同期待，让和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
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事
实证明，“上海精神”具有超越时代
和地域的生命力和价值，为所有致
力于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的国家提
供了有益借鉴，也为国际社会构建
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实践注入了强大动力。面向未来弘
扬“上海精神”，关键是按照习近平
主席所提出的，提倡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践行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秉持
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树
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以这一思想为遵循，积极应对内外
挑战，全面推进各领域合作，就能推
动上海合作组织行稳致远，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上合智慧”和

“上合方案”。
上合正是扬帆时，山青海碧再

出发。上海合作组织是顺应时代发
展 潮 流 、符 合 各 国 共 同 利 益 的 事
业。坚定弘扬“上海精神”，不忘初
心，携手前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
现新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我们一定能为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促进人类发展繁荣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