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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出台司法解释，依法严惩网络造谣诽谤等犯罪行为

湖南槟榔企业：对网络诽谤槟榔行为，保留法律诉讼权利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潘海涛

近期，中国公安
机关接连侦破并向
社会公布了一批利
用信息网络进行造
谣诽谤等犯罪行为
的案件，引发社会强
烈关注。在网络上发
布什么样的信息，达
到何种影响将入刑？
谣言怎样定义？9月9
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司法解释，进
一步明确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犯罪的定
罪量刑标准。

一时之间，“你
今天500次了吗？”成
了网民、职工新的口
头禅。《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
网络实施诽谤等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的出
台，无疑是对当下真
假难辨的网络环境
祭出的一剂猛药。

对于《解释》的
出台，湖南省槟榔行
业内部人士告诉记
者，国家赋予公民充
分的言论自由，并不
意味着公民可以随
心所欲地发表任何
不负责任的言论，对
于那些不怀好意甚
至是恶意中伤槟榔
行业的造谣者，我们
将对此持零容忍态
度，将运用法律手段
维护行业尊严、企业
及广大员工正当利
益。

美国：女子诽谤他人赔千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门在十几年前就已开始关
注网上造谣案， 且惩治力度和社会影
响都颇大。2006年，美国一女子因在网
上被另一名女子称为“骗子”、“行骗大
师”且持续时间达十个月之久，于是起
诉对方诽谤罪，获赔1130万美元。在这
起案件中， 尽管当事双方都不是公众
人物， 但却创了此类案件的最高赔偿
纪录。

德国：多项法律适用网络在德国，
互联网对“不适宜内容”的管制由内政
部负责。根据《刑法》、《多媒体法》、《商
业法》、《青少年保护法》 等有关法律，
该部门对互联网的内容进行监控和调
查及提起诉讼。 德国政府重视网络监
管， 认为政府不能放弃对互联网使用
的限制。 国家政府在为信息的公开性
提供各种保障， 使互联网有一个相对
宽松的环境的同时， 也必须重视衡量
利弊。 比如保护青少年比保护言论自
由更重要， 就可以对某些言论进行一
定的限制。

日本： 日本政府目前虽然没有实
行网络实名制， 但对于网上各种有害
信息并没有放任不管。 据了解， 日本
2002年就开始实施《提供商责任限制
法》。根据这部法律，若网页或BBS上传
播的信息对他人名誉等造成了侵害，
受害者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公开
信息发布者的名称、住址、电子邮件地
址及相关IP地址。根据日本2004年10月
修订的一部法律， 如果网上传播的信
息造成重大人权侵害， 法务省相关机
构有权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删除这些
信息。

炮制谣言、 辱骂诽谤、 敲诈勒索
……近些年来， 互联网犯罪的手法不
断翻新， 杀伤力和破坏性也在成倍放
大， 公众深受其害， 社会各界反映强
烈，要求依法严惩的呼声日益高涨。此
番“两高”司法解释的及时出台，有效
弥补了我们在网络立法方面的空白，
为准确、有力打击网络造谣、诽谤等违
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法律支撑。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相较于
以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网络环境，
我们有理由期待司法解释给互联网带
来改变。 除此之外， 更为值得一提的
是， 此次司法解释也为社会各行业的
诸多企业经营者注入了强心剂， 不仅
为他们企业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也扫清了负面舆论障碍， 这也使企业
经营者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企业的发
展和对社会的责任上来， 进而推动产
业发展和促进社会的繁荣。

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联合公布的司法解释，湖南省槟榔行
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一个行业、
一个事实的质疑和讨论是值得欢迎的，
我们槟榔行业也会始终对市民的合理
建议敞开大门。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
赋予公民充分的言论自由，并不意味着
公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表任何不负责
任的言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广大
市民做到不轻易信谣， 不恶意传谣。不
然，这毁掉的不仅是一个行业，也是一
代人的努力，千万人的依靠。

该人士告诉记者，槟榔产业自诞生
之日开始，特别是卷入2003年世界卫生
组织的致癌风波后，部分网络推手及媒
体在没有采访当事企业相关负责人的
情况下，也没有找湖南省槟榔食品行业
协会核实事情真伪， 便随意刊发报道，
甚至有些还以发稿曝光等方式对各大
企业进行要挟。国家赋予公民充分的言
论自由，我们始终对那些有利于槟榔行
业的合理意见敞开大门，但对于那些不
怀好意甚至是恶意中伤槟榔行业的造
谣者，我们将保留对网络诽谤的法律诉
讼权利， 将结合此次司法解释的出台，
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行业尊严、企业及广
大员工正当利益。

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槟榔行业的质
疑，湖南槟榔行业业内人士表示，我们
首先感谢媒体的监督和消费者的信任，
并将从加强企业自身入手。 自9月1日
起， 每个企业都在自己的产品包装上，
无一例外地印上了“过量嚼食槟榔有害
口腔健康”的提示语，此外，与提示语一
并要求印在包装上的， 还有营养成分
表， 比如每100克槟榔含能量612KJ，含
蛋白质5.8克，含脂肪2.3克，含碳水化合
物25.2克等。

9月9日，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简称“两高”）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
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网络犯罪
主要涉及的4种罪行： 诽谤罪、寻
衅滋事罪、 敲诈勒索罪和非法经
营罪。

这份共计10条、1500多字、
涉及8个方面内容的司法解释，对
网络诽谤罪等作出详细规定。

针对当前一些不法分子在网
站上发布负面信息， 或者上网收
集负面信息， 并主动联系对方帮
助删帖，索取财物的行为，《解释》
明确了敲诈勒索犯罪的认定标
准， 明确此类犯罪的表现形式为

“发帖型”敲诈和“删帖型”敲诈
两种，前者是以将要发布负面信
息相要挟， 要求被害人交付财
物，后者则先在信息网络上散布
负面信息，再以删帖为由要挟被
害人交付财物。

两高指出，此类行为实质上
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
助信息网络对他人实施威胁、要
挟，被害人基于恐惧或者因为承
受某种压力而被迫交付财物，符
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当
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通过要
挟发帖或者删帖进行敲诈的行
为，“完全符合刑法规定的敲诈
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应追究刑
事责任。

槟榔作为四大南药之首，干
果无毒已成共识。纵观当下对于
槟榔行业的质疑，大多数集中在
“槟榔企业滥用、 超剂量使用添
加剂或者是缺乏透明度的添加
剂成分”。他们表示，包装上只有
一串让人不明所以的神秘字符，
这是槟榔企业故意隐瞒添加剂
成分。胖哥槟榔总经理段俊峰对
此回应称，我们现在生产的槟榔
完全是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包装
上的神秘数字并不神秘，都是一
些专业术语，其实专业人士一看
就知道。

针对近期部分网友对槟榔
无生产标准的质疑，湖南省槟榔
业内人士直言，这完全是对湖南
槟榔产业的误解。 他告诉记者，
目前槟榔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
是添加剂使用标准，那是执行的
国标； 一个是产品生产标准，那
个是地方标准。为何产品生产标
准没有国标呢？该人士进一步解
释称，其实地方标准属于国家标
准范畴之内。之所以一直沿用地
方标准，主要原因在于只有湖南
才有槟榔加工。 记者了解到，鉴

于目前槟榔行业在全国开拓市场
的需要，目前湘潭市人民政府正在
牵头申请和推动槟榔行业国家标
准的制定。

除了国家标准的质疑，湖南槟
榔行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较之于
上世纪80、90年代， 湖南槟榔小作
坊式生产遍地开花，槟榔生产质量
良莠不齐。经过30多年的产业化发
展，目前槟榔大部分企业已经实现
了洗籽、发籽、切籽、封口、包装等
方面的机械化。当下，正规槟榔厂
商生产的槟榔不仅有严格的生产
标准，而且有专业化、机械化、规模
化的支撑，安全质量与其他食品行
业一样完全能得到保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湖
南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透露，新修
订的《湖南省食用槟榔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预计今年年底发布，此次
湖南的食用槟榔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也将按照卫生部的要求，镉、汞、
砷等污染物限量符合新的国家食
品安全相关标准，并重新修订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标准等。 与此同时，
今后在槟榔包装上，警示语和添加
剂都会强制标明。

湖南槟榔行业内部人士告诉记
者， 关于槟榔致癌的负面消息并非是
今年新词。 自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把
槟榔列为一类致癌物质之后， 槟榔就
始终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吃槟榔
就会得口腔癌”此类声音不绝于耳。

记者了解到， 在世界卫生组织下
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分成四大类的致
癌物质中，对人致癌的1类物质共有87
种，对人很可能致癌的2A类物质有63
种， 对人可能致癌的2B类物质有234
种；最安全的，即是对人很可能不致癌
的4类物质，仅1种。也就是说，就世界
卫生组织而言致癌物只有类别之分，

并没有级数之分。但是，媒体在报道致
癌物的时候却将对人体有明确致癌的
物质例为了一级致癌物。

槟榔是否是舆论所说的“致癌毒
物”，2003年我国唯一参加世界卫生
组织大会的口腔医学教授章魁华显
然最有发言权，他告诉记者，世界卫
生组织提出致癌物的出发点是“可能
引发癌前病变”。 各种致癌物质一旦
进入人体，并不是直接地或立即使机
体形成癌症。大多数情况下机体有能
力将致癌物质排除至体外或将其吞
噬、转化成非致癌物质。因此，虽说致
癌物质无处不在，但大多数人并没有

患癌症。
湘潭市口腔医院院长唐杰清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补充道，30年的OSF（口腔黏膜
纤维化）研究结果也显示，OSF患者中癌症
并存率为1.19%，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数
据则是7.6%， 而且OSF只是癌前状态，并
不等同于癌症。

事实胜于雄辩， 湖南省疾控中心对口
腔癌死亡率的监控数据显示， 湘潭市是十
万分之0.7992，湖南省是十万分之0.8023，
均低于全国的十万分之0.9620， 这也意味
着湖南特别是湘潭市口腔癌死亡率要低于
全国水平， 吃槟榔就会患口腔癌缺乏现实
科学依据。

随着中央及地方政府重拳整治网
络造谣，从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
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到周禄宝……
短短几天时间内，被公开的网络造谣者
名单逐渐变长，一个个网络推手以及大
V背后的灰色利益链开始浮出水面。

其实，与新闻事实相对的谣言和误
解一直都有。2008年，一条“某地发现生
虫橘子”的短信被广泛转发，引起社会
恐慌，中国第二大水果———柑橘严重滞

销，湖北约七成柑橘无人问津；2011年，
一篇名为《内地“皮革奶粉”死灰复燃，
长期食用可致癌》 的文章在网上出现，
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这些“虚惊一场”的事件
不是偶然，其实背后都有着一个专业的
推手团队造谣，导致这些相关行业躺着
中枪，而在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最近
颇受质疑的槟榔行业。

“槟榔剧毒，槟榔杀精，槟榔让人流

产， 槟榔让少女立马变老太……网络上
对槟榔的质疑越来越离谱， 有些造谣甚
至让人哭笑不得。”针对近期中央重拳整
治网络推手， 湖南省槟榔行业内部人士
表示， 无论是网传汉森四磨汤中槟榔会
致癌，还是后面对槟榔的种种负面攻击，
这其中势必有网络推手怀着不可告人的
目的在炒作， 要不然近期中央重拳整治
网络谣言之后， 槟榔负面怎么一夜之间
烟消云散了呢？

【现状】 槟榔行业成为网络谣言重灾区

无风不起浪。网络上的谣言，特别
是不断对某个行业进行“狙击”，其实是
有组织的行为。一名曾与某微博粉丝在
500万以上的草根大V有过合作的人士
告诉记者，他们发布的内容都是有利可
图，比如经由公关公司牵线，该大V发布
软性广告内容微博，几条下来价格高达
7万元人民币。

网络推手的一己私利，却给相关行

业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湖南省槟榔行
业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姑且不论过去的
损失，今年针对槟榔行业的负面消息带
来的后果就是使湖南槟榔食品加工行
业的近30万工人、 以及海南240万种植
户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散落在湘潭、益
阳等地的2万多名槟榔工人正处于失业
边缘的窘境。

海南保亭县新政镇龙氏槟榔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龙仕民告诉记者，槟榔负
面消息一出，槟榔的收购价当天就下降
到3.5元，每斤跌了7毛。他说，合作社的
槟榔才刚上市，有700多万斤，现在才卖
了1万多斤，看来今年是亏定了。定安岭
口道道顺槟榔专业合作社有关负责人
透露， 合作社里的许多人纷纷表示，政
府如果不及时引导，种植户就会砍掉槟
榔树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影响】 谣言致使湖南2万工人濒临失业

【专家】 吃槟榔会患口腔癌症缺科学依据

湖南槟榔行业
将对造谣者零容忍

连线

曝光要挟可入敲诈勒索罪

声音

解释

揭开槟榔加工神秘面纱
为网络世界注入正能量

司法解释
扫清负面舆论障碍

… 延伸阅读

… 观察

放眼世界
国外惩处网络谣言不手软

▲槟榔果实。

▲槟榔有毒的谣言致使湖南2万工人濒临失业。

湖南槟榔行业将保留对网络诽谤的法律诉讼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