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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2 日电 （记
者 查文晔）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
光12日在北京就香港11日晚极少
数暴徒在多处向警察投掷汽油弹并
导致警员烧伤一事表明态度，对实施
这种严重违法犯罪的暴徒予以严厉
谴责。

杨光表示，11日晚，有极少数暴
徒在香港长沙湾警署、尖沙咀警署、湾
仔警察总部等多地向警察投掷汽油

弹，导致警员多处烧伤。对于这种丧
心病狂、不计后果的严重犯罪行为，我
们表示极度愤慨和强烈谴责！同时，
我们向受伤的警员表示慰问！

杨光指出，香港警队是维护香
港社会治安和法治的中坚力量。两
个多月来，香港警务人员恪尽职守、
依法履职，在止暴制乱一线表现出
的专业克制、做出的重要贡献有目
共睹，赢得了包括广大香港市民在

内的所有热爱和平安定的人的普遍
赞誉和崇高敬意。但连日来，香港激
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
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
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是对香
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粗暴践踏，是对
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是对
香港繁荣稳定的严重挑战。对这样
的暴力犯罪行径，必须坚决依法打
击，毫不手软，毫不留情。我们坚决

支持香港警队和司法机构果断执
法、严正司法，尽快将违法犯罪分子
绳之以法。

杨光说：“我也要在这里呼吁，香
港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关头。所有关
心香港前途的人都应该坚定地站出
来，向一切犯罪行为说不，向一切暴力
分子说不。‘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
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紧迫
的任务！”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

对香港极少数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予以严厉谴责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12日在答记者问时强调，中
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涉嫌

参与发生在伊朗等国家的“颜色革
命”。中方表示，香港近来发生的一系
列事件中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
这是否意味着中方怀疑美国中央情报

局参与其中？能否拿出任何证据？
华春莹说，近来，美国频频对香港

事务说三道四、颠倒黑白、煽风点火。
美政要及外交官员会见、接触反中乱

港分子，无端指责中国中央政府，为暴
力违法行为张目，破坏香港繁荣稳定。

“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我要
再次问美方，你们居心何在？你们要
借香港达到什么目的？”华春莹说。

她再次重申，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中方敦促美
方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立即停止干
涉中国内政。

外交部：

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您小车的免年检期限即将到期，
可在微信公众号线上年审。”日前，福建
泉州许先生根据这条短信提示，搜索到
名叫“福建车辆年检”的公众号，通过链
接被诱导到一个网址，输入了银行卡
号、发动机号、卡密码及短信验证码，被
骗走2000元。

看病、开卡、办事，上微信公众号
预约一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习
惯在微信公众号上处理事务。“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骗子们如今开
始利用仿冒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诈
骗，有的通过取“高仿名”冒充正规机
构，有的通过造假、借用他人工商执
照、法人信息注册微信公众号实施诈
骗。

微信公众号办事成习
惯？小心掉进“高仿号”圈套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人都认为
公众号可信度较高，操作时很少点开
详细资料了解公众号的注册、认证背
景等。

浙江的陈女士就曾因为关注了一
个虚假的微信公众号，导致新办理的
信用卡被骗消费上千元。办理了交
通银行的信用卡后，为方便日后查
账，陈女士在微信中找到了一个名为

“交通银行中心办卡进度询问”的微信
公众号。

关注后，陈女士打通页面上提供的
客服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自称是交通银
行的“客服”。该“客服”让陈女士提供
信用卡账号和手机号码，并称随后会发
验证码到陈女士的手机上。

陈女士按照对方的指示，将收到的
四条验证码全数报出。在即将报出第
五个验证码时，陈女士突然意识到验证
码不能随意告诉陌生人。陈女士立刻
挂断了电话，并拨打了交通银行的官方
咨询热线，但为时已晚。银行的工作人
员告诉陈女士，其信用卡已被消费4
笔，合计1414元。

泉州市反诈骗中心民警表示，除了
冒充金融部门公众号诈骗，这两年还出
现假冒网络贷款、购物网站、中介机构
等公众号的诈骗案。

记者调查：不少微信公
众号是“李鬼”，官方认证号
“黑市”680元全套代办

根据注册主体的不同，微信公众号
分为个人号和企业号，企业号服务号可
以获得链接到外网等更多权限，经认证
的公众号甚至可以开通支付通道。申
请官方认证需提交企业营业执照、法人
信息等资料。

记者搜索发现，微信平台上能查找
到一批类似“扫码支付助手”“支付平台
助手”“银行卡安全助手”“动感地带
10086”等看似“官方”的公众号，点击
查询这些公众号的详细资料，才发现竟
是无相关营业资格的个人号。

此外，经微信官方认证的公众号也

被造假者盯上。在电商平台上，记者发
现不少声称可以“公众号定制、名称自
取，极速通过公众号、服务号、订阅号、
小程序注册和认证”的商家。

其中一位来自安徽的商家告诉记
者，缴纳680元可注册经微信官方认证
的企业号；微信要求的营业执照、银行
对公账户、法人信息等资料可以全由该
商家包办，公众号平时运营完全交给记
者。

记者提出要将该号用于放贷，可
能要从公众号外导至其他付款网页，
因为和该公司合法的营业范围是“两
张皮”，担心微信方面会审查，卖家表
示“微信方面完全不会管，可以放心
运营”。

资料显示，微信认证每年要收取
300元，是支付给第三方专业审核机构

的审核服务费用。记者致电其中一家
第三方审核机构——成都知道创宇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客服告诉记
者：“首次认证完了，管理员平时如何操
作，做些什么，公司都看不到，也不会
管，只是每年年审时再次核实营业执
照、经营范围等相关资料。”

专家建议平台负起责任，
避免沦为诈骗工具

业内人士指出，微信公众号在名称
和资料审核、日常运营等方面还存在漏
洞。根据电子商务法等有关法律的相
关规定，互联网平台要承担起主体责
任，应依法加强对平台内各经营者的管
理，特别是对金融、政务、支付等相关行
业公众号要着重进行人工审核，提升开
设门槛，避免其沦为诈骗工具。

微信官方团队回应，在微信公众平
台开设公众账号的用户，需要遵守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不从事违法或违反《微
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及相关规则的行
为。平台现在对公众号涉及“银行”这
一类的命名，均严格要求申请者需提交
相关金融资质才可命名；上文提到的

“银行卡安全助手”公众号属于注册时
间较早的账号，平台已要求其7天内改
名或更换有资质的主体，如到期未调
整，将直接清空名称。

“对于仿冒公众号等行为一直都在
打击，最近还进行了专项处理，处理了
一批仿冒诗词书画大赛、假冒家电售后
维修、假冒高收益理财、假冒快递理赔
等违规账号。”微信相关负责人说。

网信安全与信息化专家李洋表示，
从技术角度看，通过假冒微信公众号

“钓鱼”，一般需注册第三方钓鱼网站域
名并开发实现对应所需的诈骗功能，打
击此类“钓鱼链接”，需要平台对接国家
级统一的钓鱼网站信息库，监管部门与
平台协同发力。

微信官方团队提醒用户，使用前先
点击公众号右上角“…”-“更多资料”，
查看公众号的具体信息，假冒官号的主
体大多是一些个人、个体工商户或非对
应的主体。不过，多数消费者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让消费者“擦亮眼”是防
骗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服务
的微信平台不能“甩锅”，要真正负起责
任来，这是一个负责任企业的基本社会
责任和义务。

（新华社福州8月12日电）

“钓鱼”诈骗 当心高仿微信公众号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刘娟 胡林果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
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
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
时缚住苍龙？”

红军在长征途中留下了大量宝贵
的精神财富，这首毛泽东同志在翻越六
盘山时创作的《清平乐·六盘山》波澜壮
阔、大气磅礴，被人们广为传唱。

六盘山，古称为陇山、鸡头山，地处
宁夏南部黄土高原，平均海拔超过
2500米，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最后一
座大山，因此也被称为“胜利之山”。

如今在六盘山上，有一条再现长征
历程的微缩景观——“红军小道”，2.5
公里的小道上用雕塑群再现了当年红
军长征壮举的18个主要场景。从山脚
沿曲径通幽的小道千回百转而上，“血
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等经典场景在沿
途逐一呈现。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委党史
研究室调研员魏晓东介绍，六盘山是红
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必经之路。
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先后翻越六盘
山，登顶此山表明红军已摆脱敌人的围
追堵截，也意味着长征的胜利。

1935年10月，红军进入今宁夏西
吉县境内，当时国民党军为了阻截中央

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在六盘山一带设
置了包括国民党毛炳文两个师、东北军
何柱国骑兵部队、门炳岳及西北马鸿宾
部队等在内的重兵，形势相当严峻。

10月7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
祥率领的红军队伍在青石嘴附近与敌
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斗，共歼敌400余
人，缴获战马共计200余匹。还用缴获
的战马组建了中央红军的第一支骑兵
侦察连。

“纵览逶迤六盘雄姿，眼底尽收招
展红旗，再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
地，毛泽东在这里吟诵出千古名章也就
不足为奇了。”魏晓东说。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一面运筹帷
幄，扭转乾坤，一面咏志抒怀，先后创作
了《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
《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
盘山》等多首不朽的诗词。这些作品不
仅生动地反映了红军长征辗转曲折的
行动轨迹，更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历
经困苦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

《清平乐·六盘山》诞生之后，曾历
经几次修改，最终形成了今天人们熟知
的这个版本。1961年9月，毛泽东应
宁夏领导同志之请，亲笔书写了这首
词，赠予宁夏。

如今，在宁夏的六盘山长征纪念馆
等纪念景点、各党政机关及高校里，经
常可以看到手书的《清平乐·六盘山》，
它激励着宁夏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
而奋勇前进。

（新华社银川8月12日电）

追 忆 红 色 经 典
——《清平乐·六盘山》的诞生

新华社记者 荀伟 杨稳玺

综合新华社8月12日消息 记者
12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当日
16 时，台风“利奇马”已造成浙江、上
海、江苏、山东、安徽、福建、河北、辽宁、
吉林9省市897万人受灾，171.3万人紧
急转移安置，其中已安全返回138.8万人。

据了解，此次台风还造成5300间
房屋倒塌，4.2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
物受灾面积531千公顷。浙江、上海、
江苏、山东等地3万多名消防指战员共
参加抢险救援6177起，营救遇险和疏
散转移被困群众8843人。

根据浙江省防指的最新数据，截至
8月12日7时，超强台风“利奇马”已致
667.9万人受灾，因灾死亡39人，失踪
9人，紧急转移安置126万人（其中集
中安置 55.4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23.4万公顷，倒损房屋4.1万间（其中倒
塌房屋4150间）。

记者12日从山东省应急管理厅了
解到，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山东省已
有受灾人口165.53万人，因灾死亡5
人、失踪7人。根据报灾系统统计，截
至12日5时50分，山东省济南、青岛、
淄博、枣庄等14市79个县（市、区）的
522个镇街受灾。据初步统计，全省受
灾人口165.53万人，因灾死亡5人、失
踪7人；全省紧急转移安置人口18.38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17.54万公顷，
倒塌房屋609间，相关灾情数据正在进
一步统计中。

受台风“利奇马”影响，安徽宁国、
绩溪等地受灾严重，全省共超过13万
人受灾，死亡4人，失联5人。

台风“利奇马”致897万人受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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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12日发布战略性产品进出口公告修订案，决定把日本移出韩国的
贸易“白色清单”。韩国媒体认为，韩方此举在于反制日本政府此前对韩国实施的
出口管制措施。日本政府7月1日宣布对出口韩国的三种半导体原材料加强审查与
管控，触发韩日贸易摩擦。双方贸易摩擦近来不断发酵，日本政府8月初宣布把韩国移
出可享受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据新华社）

韩国政府决定把日本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钓鱼”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全国154个城市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

快读

8月12日，在集中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重庆分现场，公安干警将非法枪爆物
品运往集中统一销毁地点。

当日，公安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在154个城市，对去年以来收缴和群众主动上
缴的10.7万支非法枪支及一大批炸药、雷管等爆炸物品进行集中安全销毁。这是
公安部继去年9月组织146个城市开展集中统一销毁非法枪爆物品活动后，再一次
组织该类活动。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据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 （记
者 方栋）针对上周末在香港多个地
区发生的违法暴力袭击，香港特区政
府多位司局长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
面对愈演愈烈的暴力行为，警方必须
采取严正行动打击暴力分子，维护公
共秩序，恢复社会安宁。他们同时呼
吁市民拒绝暴力，维护法治，爱护香港
大家庭。

在上周末的暴力事件中，极少数
暴力分子使用了大量具有高杀伤性的
武器，向警署投掷汽油弹导致值勤警
员严重烧伤，甚至有人使用大口径强
力射击装置袭击警署。

“警方面对违法行为，由于职责所
在，必须要采取严正果断的执法行动，
恢复我们社会的秩序，恢复社会的安
宁，让大部分市民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香港的经济可以继续运作。”特区政府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

张建宗表示，激进示威者在上周
末发起的大规模冲突、破坏行动令香
港市民痛心，对这些极端暴力行为要
予以严厉谴责，任何为香港好的市民
都不应该冲击法治，以违法的暴力行
为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发布会上，特区政府保安局局
长李家超表示，有一批极度暴力倾向
的分子在周末用包括汽油弹、射击工
具、铁珠等危险性武器袭击警务人员，
攻击警署，而警方在过去的行动中也
搜获了制造炸药的原材料及制成品、
烟雾弹、锋利刀具等攻击性武器。

“这些严重的暴力行为已到达极
度危险的情况，令人担心其恐怖性。
这批极度暴力倾向的人士，不是普通
的示威者，所以警方必须采取针对性

（行动），有效地予以打击。”李家超说。
李家超还表示，非法集结活动破

坏社会安宁，警方在法律上有责任采
取包括驱散在内的行动，而在场人士
应在警方预先警告时就尽快离开。

12日，在香港国际机场发生的公
众集会未经批准，导致机场全面停止
运作。特区政府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
帆指出，香港国际机场是在全球客运
量排名第三的国际航空枢纽，每天有
接近20万名旅客进出，这次的事件令
香港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是经
过很多年香港人打拼而得来的。失
去是相当容易，但重建却是非常困
难。”陈帆呼吁在场人士尽快离开香
港国际机场，让香港的民航事业可以
继续运作。

又讯 香港警方12日表示，在过

去数天的激进示威活动中拘捕了149
人，他们涉嫌非法集结、袭警、藏有攻
击性武器等。

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副处长邓炳
强12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过去一连
串示威活动当中，激进示威者胡作非
为，不断将暴力程度升级，并将暴力事
件延伸至全港，对广大市民的生活造
成严重困扰，威胁市民人身安全。

从9日到12日，警方拘捕了149
人，其中包括111名男子和38名女
子，年龄在15岁至53岁之间，涉及罪
行包括非法集结、袭警、阻碍警务人员
执行职务、藏有攻击性武器、藏有危险
品等。

邓炳强表示，8月11日，在深水
埗和铜锣湾有示威者不理会警方反
对，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和游行，其后
部分示威者分散至全港各区堵塞主要
道路、包围警署、破坏警车等。在尖沙
咀，一名暴徒将汽油弹扔进警署，导致
一名警员双腿烧伤。

另外，警方留意到示威者当中有
一批人士作出极端暴力行为，因此利
用情报主导方式，针对这些核心暴徒
作出全面刑事调查。在铜锣湾，警方
拘捕了15名核心暴徒。

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警方必须采取严正行动制止暴力行为
再拘捕149名激进示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