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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期 五

万象

� � � �近日，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的安

先生使用手机支付打车费时， 发现

账户钱莫名少了一半， 怀疑被盗报

警后才知是女儿支付了 9999 元给网

红小哥哥。 原来， 安先生女儿小晴

（化名） 趁着爸爸睡觉， 偷偷打开房

门将他手机拿走， 向某直播平台充

值了 9999元。

随着网络直播的兴起， 近年有

关未成年人瞒着父母向主播提供巨

额打赏的现象时有出现。 经媒体报

道的案例就不在少数， 如 “海南海

口 12 岁小学生打赏游戏主播， 花掉

环卫工母亲 4万元积蓄” “广东中山

小学生假期玩游戏， 用妈妈手机买

1.6万元道具” “河南鹤壁 11岁儿子

为玩网游， 刷母亲银行卡近 3 万元”

……去年 3月， 有媒体统计发现， 半

年内， 因为直播打赏而涉及的盗窃、

诈骗、 挪用公款案件或未成年人趁

家长不注意打赏网络主播就已出现

28次， 涉及金额 890余万元。

但是， 在相关部门三令五申要

求直播平台做好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的背景下， 还是出现未成年人

“偷” 父亲手机向直播平台充值的现

象， 无疑让人诧异。 事实上， 面对

相关部门的要求和社会呼声， 不少

直播平台都表示进行了整改， 如某

直播平台就曾透露， 已升级未成年

人管理工具， 赋予家长更多的管理

权限； 同时， 设置 “实名验证+人脸

识别+人工审核” 三道防火墙， 杜绝

未成年人直播。 当用户升级全新青

少年模式之后， 未成年人将无法直

播、 充值、 打赏、 提现。 另外， 也

有游戏网站称， 如果未成年人单日

消费达到或超过 500 元， 将会引起

“警报” 并立即通知家长知晓。 那

么， 这次依然有 12 岁女孩拿父亲手

机成功向直播平台充值 9999 元， 是

否说明仍有平台未按要求做好整

改？

未成年人获取网络服务， 引发

不当的 “损失”， 当然不能把责任全

推给直播平台， 这与家长的教育也

密不可分。 但是， 网络平台对于未

成年人获取服务， 特别是涉及大额

资金 “交易”， 建立必要的审核机制

乃至 “防火墙”， 这并非什么高要

求。 在这一点上， 如果说家长在互

联网时代， 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对

于孩子的互联网 “风险教育”， 在前

端发挥 “预防” 作用， 那么， 互联

网平台针对未成年人的行为特点建

立适当的防御机制， 就是最后一道

防线， 必须被重视。

不只是直播平台， 在移动互联

网时代， 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服务的

门槛已经非常低， 这其实对于网络

生态下的未成年人保护提出了更高

要求。 一款互联网产品是否会 “误

导” 未成年人， 又会对未成年人的

参与带来怎样的风险， 这些问题，

在每一款互联网产品设计之初应该

予以厘清， 并打好相应的补丁。 也

就是说， 任何互联网产品都该适当

植入未成年人保护的基因。

早在 2016 年， 互联网直播服务

的相关管理规定， 就要求各直播平

台应实行实名认证。 但从现实来看，

仅仅靠实名制可能还是无法有效防

止未成年人巨额打赏。 在这一块，

无论是技术还是认知上， 从监管到

行业平台， 恐怕都应该有新的认识

和应对。 网络直播无原罪， 未成年

人深陷网络打赏泥淖， 固然需要家

长的教育引导， 但是， 直播平台对

未成年人该有的设防不应该缺席。

据 《中国青年报》

12岁女孩巨额打赏 9999元给网红小哥哥

网络直播不能对未成年人不设防

� � � � 11 月 28 日， 湖南湘潭市岳塘区

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 “卖肾案” 进

行一审公开宣判。 薛庆东等 8名被告

人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被判处二

年至四年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法院审理查明， 2017 年 5 月，

黄某因患尿毒症向李文强提出非法肾

移植需求。 李文强答应后， 联系薛庆

东商定手术事宜， 薛庆东继而联系冯

志启要求其提供肾脏供体， 并负责安

排配型检查、 联系手术场所、 购置手

术医疗用品及相关器械； 冯志启负责

提供肾脏供体、 联系手术中介李想；

李想负责组织手术医生； 周显顺负责

提供手术场所、 安排护士、 照顾术后

供体。

2017 年 6 月 8 日晚， 在薛庆东、

冯志启、 李想、 李文强的组织下， 手

术主刀医生黄庆柱、 麻醉师张学永、

手术助手伍智、 买肾者黄某、 肾脏供

体张某先后抵达湘潭市华侨中医医院

三楼手术室进行换肾手术。 术后黄某

支付费用共计 46 万元， 张某得 4 万

元， 余下款项由 8名被告人分得。

后因手术失败， 黄某进行了移植

肾脏摘除手术， 2017 年 12 月底因病

去世。 手术失败后， 李文强退还 5.8

万元， 薛庆东退还 10 万元， 冯志启

退还 9.99 万元， 李想等 5 名被告人

退还 1.5万至 6.5万元不等金额。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中 8名被告

人均参与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相关

环节， 共同完成本案的组织出卖人体

器官行为， 8 名被告人系共同犯罪，

行为均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 被

告人黄庆柱、 周显顺系自首， 其他各

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违法所得均予退还。 根据被告人犯罪

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相关条款规定， 遂作出如上判决。

据中新社

八人组织出卖人体器官

获刑 2至 4年并处罚金

� � � �近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

关区纪委监委通报一起挪用民

生资金赌博的典型案例： 该区

水箐镇社会事务办负责人邓波

利用职务之便， 挪用敬老院供

养对象的低保金及 “五保” 供

养金用于赌博， 涉案金额达 19

万余元。 邓波被给予开除党籍

处分， 移送检察机关处理。

据通报， 2016 年 2 月， 邓

波经常被朋友邀约 “凑角子”

打麻将， 随后便逐渐在赌博的

深渊里越陷越深。 于是， 贪赌

且 “手气不好” 的邓波为了筹

集赌资， 便公私不分， 将公款

挪用于打麻将。

在管理相关工作时， 邓波

负责管理敬老院资金账户后，

一开始还比较规矩， 但时间一

长， 他发现自己从敬老院账户

上取出的资金， 存不存入对公

账户， 似乎没人过问。

于是， 邓波胆子越来越大，

只取不存， 把敬老院资金账户

当作自己的私人账户， 刷卡消

费、 支取用于打麻将。 经查，

截至 2017 年 3 月 17 日， 邓波

共计从敬老院资金账户支取

274500元。

2018 年 6 月， 七星关区纪

委收到邓波相关问题线索后，

立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

面对组织的调查， 邓波如实交

代了自己的问题。 经查， 邓波

从敬老院资金账户支取出的

274500 元 中 ， 共 计 挪 用

198929.85 元， 其中刷卡消费了

1600 元 、 打 麻 将 输 掉 了

197329.85元。

调查还发现， 邓波挪用公

款与水箐镇监管缺失不无关

系。 邓波被查处后， 该镇分管

社事办工作的党委委员周文贤

受到诫勉问责处理， 该镇社事

办原负责人王志银、 镇财政所

所长蒙文荣受到诫勉谈话处

理。

据新华社

� � � �在房子内部加装隔断通过

群租生意营利的 4 名 “二房

东”， 因不满居民举报， 竟往居

民楼烟道内灌粪、 往居民大门

墙壁上泼粪以报复举报者。 11

月 27日， 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

寻衅滋事案件， 一审判处被告

人王某有期徒刑 10 个月， 判处

被告人薛某有期徒刑 1 年， 判

处被告人吉某有期徒刑 11 个

月， 判处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11个月。

今年 8 月 2 日， 苏州警方

接到市民报警， 称其所在大厦

某室门口被人泼粪， 怀疑是因

之前举报群租而遭到 “二房东”

打击报复。

通过调查， 警方很快锁定

了陈某、 王某、 薛某、 吉某等

4 名嫌疑人， 并于当天把陈某、

薛某、 吉某三人抓获归案。 王

某迫于压力， 在 8 月 6 日来到

派出所投案。

经查， 4 人均为大厦内的

“二房东”， 各自在大厦内租有

多套房子， 并将这些房子内部

加装隔断后转租。 在苏州市

“331” 整治过程中， 周边居民

就此多次举报投诉， 4 人在群

租房中非法搭建的隔断， 被属

地街道、 公安和物业公司拆除。

4 人因此对大厦物业和举报住

户怀恨在心。 经预谋， 4 人用

泼粪便的方式对该大厦物业和

住户进行打击报复。

7 月 25 日晚上， 4 人经过

准备后， 来到大厦东单元 23 楼

顶层平台， 由陈某将一桶粪便

倾倒进顶层平台的烟囱管道内，

致使该单元各楼层住户厨房间

烟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8

月 1 日晚上， 4 人将两桶粪便

倾倒在锦亭大厦两名住户的大

门上和墙壁上。 后经鉴定， 上

述烟道污染物清理和楼道污染

物清理的费用共计 5227 元。 案

发后， 4 名被告人已退赔全部

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据 《法制日报》

违规群租“二房东”

被举报泼粪报复获刑

贵州毕节一干部

挪用敬老院资金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