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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严查“
儿童邪典片”等动漫产品
下线27.9万条视频
记者8日获悉，针对近期一
些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内容的动漫视频流入境内问
题， 文化部立即部署清理查处
工作， 严查相关互联网文化产
品和互联网文化单位， 坚决保
护未成年人文化权益， 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
文化环境。
据了解，1月19日， 文化部
监测到所谓“儿童邪典片”网络
舆情后，立即部署百度、腾讯、
优酷、 爱奇艺等主要互联网文
化单位开展排查清理工作，要
求各单位以最严格的标准第一
时间下线所有相关动漫视频。
同时，建立排查清理联动机制，
共享排查关键词库和违规动漫
视频信息，一家网站发现，全网
同步清理。目前，针对违规动漫
视频的前期清理工作已有初步
成效， 主要互联网文化单位累
计下线动漫视频27.9万余条，封
禁违规账号1079个， 下线内容
违规游戏771款。
文化部部署各地文化行政

对优酷土豆、爱奇艺、7K7K等依法从重查处

部门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
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文化市场管
理， 深入排查清理含有宣扬暴
力、色情、危害社会公德、危害
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禁止内容
的网络游戏和动漫视频， 督促
主要互联网文化单位、 网络游
戏平台、 互联网应用商店下线
违规产品和动漫视频。对制作、
上传所谓“儿童邪典片”游戏和
动漫视频的单位和个人追根溯
源， 依法从严惩处； 对优酷土
豆、 爱奇艺、7K7K等严重缺乏
自律、 提供较多违规游戏和动
漫视频的网站，依法从重查处。
同时， 指导督促互联网文化单
位落实主体责任， 明确内容底
线，严格审核标准，提供积极健
康、 向上向善的互联网文化产
品，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文化部同时公布了文化市
场 举 报 电 话 12318、
010-59881010 和 举 报 网 站
www.12318.gov.cn，欢迎社会
公众对违规互联网文化产品进
行举报监督。
■据新华社

地铁施工路面塌陷 8人死亡
7日晚8时40分左右，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季华西路一环桥底
东往西方向路面发生塌陷。据初步核查，事故现场8人无生命体征，3
人失联，9人获救送往医院抢救，无生命危险。据当地通报，这一路段
是佛山地铁2号线禅城南庄段的绿岛湖至湖涌盾构区间工地。 救援
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新华社 图

连线

整治网上低俗炒作视听节目
1500多个账号被清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8日通
报，总局日前联合地方新闻出版
广电局等单位，严肃整治网上近
期出现的歪曲演绎红色经典、恶
意拼接经典卡通形象散布血腥
暴力、低俗炒作明星绯闻隐私和
炫富享乐类视听节目。
通报称， 优酷、 爱奇艺、腾
讯、百度等持证视听网站，密集
清查删除相关视听节目及链接，
关停涉事账号节目上传功能，启
动内部责任追究机制。 截至目
前，共清理网上相关账号1500多
个，彻底删除相关节目链接。
通报称， 网上传播亵渎红
色经典、 背离消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炫富享乐、 肆意炒
作、 低俗庸俗媚俗等视听节目
及行为，肆意践踏公序良俗，严

重污染网络社会风气， 危害青
少年健康成长， 破坏网络传播
秩序，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
各级网络视听节目管理机构要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加强督导检查，完善监测手段，
强化引导管理，持续综合整治；
网络视听新媒体传播平台要增
强底线思维， 切实履行主体责
任，严把导向关、内容关、人员
关，举一反三，完善内控制度和
追责机制， 绝不给任何存在导
向问题、 内容问题的视听节目
提供传播渠道； 网络视听节目
协会要充分发挥专家作用、行
业纽带作用，倡导行业自律，合
力营造文明健康的网络视听环
境。
■据新华社

我国完善危重孕产妇急救、转诊网络

把好母婴安全“源头关”
记者从国家卫生计生委获
悉， 我国将建立完善危重孕产
妇急救、会诊、转诊网络，推动
市、县两级均至少建立1个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 把好母婴安
全“源头关”。
国家卫计委印发 《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指
南》提出，省级和市级危重孕产
妇救治中心依托产科实力和综
合救治能力较强的三级综合医
院、 三级妇幼保健院或三级妇
产医院设立； 县级救治中心原
则上依托 已 建有 ICU病区 ，且
产科实力和综合救治能力较强
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妇幼保
健院或妇产医院设立。 省级应

当建立若干危重孕产妇救治中
心，市、县两级均应当建立至少
1个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根据相关要求， 县级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中心产科床位数
原则上不少于30张。 各级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均建立完善
高危妊娠管理、 孕产妇危重症
评审、孕产妇死亡评审等制度。
加快建成分级负责、上下联动、
应对有序、 运转高效的危重孕
产妇急救、会诊、转诊网络。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孕
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稳
中有降， 妇幼健康核心指标总
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
平。
■据新华社

台湾花莲地震失联62人

4名大陆游客遇难 另有5名被困
截至8日上午11时，已有4名
大陆游客在台湾花莲地震中遇
难。 负责搜救的现场指挥人员
说，倒塌的云门翠堤大楼中还发
现5名大陆游客被困。
据了解，4名遇难大陆游客
中，其中一名来自福建的女性游
客地震后送花莲慈济医院， 于7
日晚宣告不治；另三名大陆女游
客被发现在倾斜倒塌的云门翠
堤大楼二楼漂亮生活旅社205房
间内遇难。

现场搜救指挥、 台北消 防
局特搜队副队长刘奎佑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说， 救援人员正
重 点 搜 查 漂 亮 生 活 旅 社 203、
205房间， 除7日 晚已 在 205房
间发现三名大陆游客遗体，目
前 已 确认 203 房 间 内 四 大 一 小
五名受困人员是大陆游客，但
由于现场挤压严重， 救援人员
无法进入， 只能从三楼破坏楼
板进入。
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现场无

外交部：中国对马尔代夫援助
丝毫无损其主权和独立
外交 部 发 言 人 耿 爽 8 日
在回应马尔代夫前总统纳希
德有关言论时表示， 中国对
马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丝毫无损马主权和独立，
更谈不上危害印度洋地区的
安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7日，马尔代
夫前总统纳希德在 《印度快
报》上发文，称马总统亚明在
不断扩充个人财富的过程
中，出卖马主权。中国等外国
势力参与了对马的“土地掠
夺”，包括关键基础设施和重
要公共设施； 而这种土地掠
夺行为不仅损害 马 独立 ，也
危害了整个印度洋地区安
全。 纳希德声称担心马尔代
夫正在被一块接 着一 块 、一
岛连着一岛的卖给 中国 。请
问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耿爽说， 这种说法完全
是无稽之谈。“纳希德先生担
任总统时， 中国即对马尔代
夫提供援助并推动两国务实
合作，取得了大量成果，不知
纳希德先生是否将这些合作
也 归 为‘掠 夺 ’ 之 列 。” 耿 爽
说， 近年来， 中马在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继续
推进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合
作， 为促进马尔代夫经济转
型升级和人民生活条件改善
发挥了积极作用。
他表 示 ， 中 国 对 马 援 助
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丝毫无损马主权和独立，
更谈不上危害印度洋地区
的安全。 中马友好合作是
面向马尔代夫全体人民
的，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 共 同利 益。
■据新华社

论用徒手还是生命探测设备，
203室都没有反应。“目前搜救遇
到的最大困难，是此次花莲地震
与以往救灾相比余震频繁且大，
以及现场挤压严重，无法使用大
型机械， 很难突破进入房间，救
援情况不容乐观。”
据台湾地区灾害应变中心
消息，截至8日早8时，台湾花莲
6.5 级 地 震 遇 难 人 数 增 至 9 人 ，
266人受伤，失联62人。
■据新华社

朝美来者都是客
韩国做东难做主
朝鲜外务省官员8日在回答朝
中社记者提问时表示，
“朝鲜从未乞
求过与美国对话， 今后也不会”，强
调朝鲜代表团访韩单纯是为参加比
赛和祝愿冬奥会成功举办，强调“不
想也没有必要将体育盛会用 于 政
治”。
此前，东道主韩国一直期待以
冬奥会为契机，通过南北对话促成
朝美对话。而朝方的这一表态似乎
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赴韩参会之
前， 朝鲜释放和平暖意的同时，明
确“体育是体育、政治是政治”的态
度， 而美国则继续摆出强硬施压、
咄咄逼人的架势。
对韩国来说， 来者都是客，但
“接待”工作不轻松。例如，朝方7日
请求韩方向朝鲜艺术团搭乘的“万
景峰92” 号邮轮提供燃料援助，韩
方为此犯了难，因为援助燃油违反
相关制裁或招致美国抵触。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