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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为了不打扰地方，不增加百姓负担，
从北京到广州，沿途所经州县驿站，交通工具自行
解决，费用自付，不在各驿站索取分毫；第三条，
所有借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许备办整桌酒
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等高档食品，以节靡费；
第四条，严禁身边工作人员收受红包馈赠。在传牌
的最后，强调“言出法随”，要求沿途各州县驿站
官员严格遵守，违者严惩。我们知道，在封建时
代，钦差大臣作为代表皇帝完成特殊使命的要员，
地位之尊贵、礼仪之排场是仅次于皇帝出巡的。唐
代御史韦思谦早就讲过，“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
县，为不任职”。特别是，林则徐在赴任前曾先后
八次受到皇帝接见，不但能够秉承不讲虚荣、廉洁
自律的一贯作风，轻车简从，而且对随员严格要
求。早在元代，江西、福建曾流行一首民谣：“九
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来。奉使来时，惊天
动地；奉使回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
姓却啼天哭地。”这里的“奉使”指的就是钦差。
林则徐虽身处封建官场，却迥异于那些炙手可热的
权贵，超然于名利之外，出淤泥而不染。这两道传

牌，既是林则徐的“廉政公示”，更是其从政的廉
政宣言。在查禁鸦片期间，林则徐曾在自己的府衙
写了一副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
仞，无欲则刚。”这副对联，上联告诫自己，要有
宽阔的胸怀，才能像大海那样包容万物；下联砥砺
自己，必须杜绝私欲，才能像大山那样挺立于世。
正如他给友人的诗中所说的：“有欲刚则无，此际
伏病根。”林则徐身体力行的正是“壁立千仞，无
欲则刚”的古今中外最高的官德准则。

第二个“不”，不贪贿。道光十八年（1838
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主张以死罪严惩吸食鸦片
者，道光帝令各地督抚各抒己见。林则徐坚决支持
黄爵滋的主张，提出六条具体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
广实施。当年八月份，他上奏指出，历年禁烟失败在
于不能严禁，并严厉警告：“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
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839年3月10日），
林则徐奉命到达广州禁烟，第二天便在辕门外贴出
两张告示：一张是《收呈示稿》，另一张是《关防示
稿》，这两张告示是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向当地官

员、百姓和外国商人的公开表态，再次以清廉告白天
下。林则徐与当地的邓廷桢、怡良等，首先向暗中帮
助外商走私鸦片、走漏白银的十三行洋商开刀。在
这十三行洋商中，怡和行洋商伍绍荣、广利行洋商卢
继光是“总商”，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集团公司老
总。林则徐责令伍绍荣等迅速向外商传达他的谕
令，要外商将鸦片尽数缴出，并写出“嗣后来船，永不
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
法”的书面保证。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这个洋商头目伍绍荣看到事态严重，试图幸免，就通
过关系找到林则徐，表示“愿以家资报效”，妄图用巨
额行贿解脱。林则徐听了呵斥道：“本大臣不要钱，
要你脑袋！”将伍绍荣等人斥退。伍绍荣等人见林则
徐的禁烟态度如此坚决，只好向外商传达了林则徐
的谕令。对林则徐的刚正廉洁，英国人也很佩服，他
们说：“林钦差的手没有被贿赂玷污过，他以廉洁、
睿智、正直和不敛财富著称。”

第三个“不”，不惜身。虎门销烟后，英军攻
陷定海，北上侵占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开罪林

则徐，将他革职充军新疆伊犁。公元1842年8月，
在去伊犁的途中，途经西安，口占留别家人，口占
就是不打草稿，随口吟诵出来。林则徐写下了两首
正气凛然的诗句。第一首诗：“出门一笑莫心哀，
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
来。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休信儿童
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出门”两句，告诉家
人，我离家出门远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胸襟开
阔，笑对生活，你们也要乐观旷达，且莫难过悲
伤。“时事”两句，说自古以来，任何国家民族都
很难从没有任何过错中取得成功，是非成败都属正
常，而达官贵人也都不是与生俱来，都需要从苦难
中磨练出来。“风涛”两句，“三岛”即英伦三岛，

“九垓”指的是中国九州。回想起抗英禁烟运动，
我蔑视英国侵略者。从此之后，我决心要遍游神州
大地，“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休信”二
句，说民间有谚语云：“赵老送灯台，一去不回
来。”劝慰家人不要轻信那些儿童的话语，认为我
这一去就回不来了。这里也是对那些暗中幸灾乐祸
人的正面回应。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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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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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政府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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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消防部门8月11日
说，当地一家托儿所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5名儿
童死亡，另有数人受伤

●俄罗斯国防部8月12日发布公告说，俄驻叙
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防空部队日前击落了抵近该基
地进行侦察的6架无人机 （据新华社）

新华社郑州 8 月 12 日电
（记者牛少杰）根据河南省环境
保护督察组移交的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问题，漯河、周口、商
丘三市近日通报了责任追究问责
情况，71 名相关责任人被给予
党纪、政务、诫勉等不同形式处
分。

2018 年 10 月和 11 月，河南
省组织环境保护督察组对三市进
行环保督察，并于今年2月末将
发现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
题移交各市，要求依纪依规调查
处理。对相关问题进一步调查
后，三市对处理结果进行了通
报。

根据漯河市人民政府通报，
漯河市收到包括垃圾填埋场环境
问题长期整改不到位在内的5项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依
据 有 关 规 定 ， 对 涉 及 3 个 县
（区）、2个市直部门、24人进行
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4人、乡
科级干部10人。

周口市通报，督察组共移交
问题 13 项，包括黑加油站取缔
不彻底、辖区内部分污水处理厂
未正常运行等，10 个县 （区）、
2个市直部门、17人被问责。其
中，县处级干部1人、乡科级干
部4人。

商丘市通报，督察组共移交
问题 11 项，包括睢县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宁陵县黑臭水体
治理工作滞后等，对涉及 10 个
县(市、区)、1 个市直部门、30
人进行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
2人、乡科级干部11人。

河南三市71名责任人
因环保问题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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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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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谴责香港暴徒投掷汽油弹袭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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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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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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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视点

当心！高仿微信公众号“钓鱼”诈骗！

图 说 新 闻

新华社奥斯陆8月11日电
（记者李骥志 德拉加娜·保尔
森） 挪威警方 11 日表示，日前
在奥斯陆附近清真寺实施枪击的
挪威籍青年可能是极端排外主义
的支持者，警方已将这起枪击事
件作为恐怖袭击案展开调查。

一名白人男子 10 日闯入奥
斯陆附近一座清真寺开枪射击，
射伤寺内一人。袭击者被捕后，
警方在其住所发现一名女性死
者，后证实死者为袭击者 17 岁
的妹妹。目前，警方指控其杀害

妹妹并在清真寺内企图杀害他
人。

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袭击
者行动前在互联网上某极端主义
论坛发布了极端言论，对最近几
起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表
达支持。

奥斯陆大学极端主义研究中
心负责人比约戈教授对媒体表
示：“这些网络上的极端主义社
区充斥着渲染暴力和种族仇视的
极端思想，甚至到了一种疯狂境
地。”

挪威警方
将清真寺枪击案作为恐袭调查

为期10天的第62届麦德林鲜花节8月11日在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落幕。
当天举行的花盘游行是鲜花节最重要的活动，吸引了上千名花农和表演者参与。图为
8月11日，人们参加花盘游行。 （新华社发）

8月10日，在芬兰北部的普达斯耶尔维，人们准备参加“花裙高跟鞋 滑越沼泽
地”趣味赛事。该趣味赛事举办已有14年的历史，参赛者要穿着花裙和高跟鞋，脚踩
滑雪板滑行穿过30米的沼泽地带。 （新华社发）

据印度媒体8月11日报道，
近日印度西海岸多地持续暴雨引
发洪灾和山体滑坡，造成的死亡
人数已上升至132人，另有多人

失踪。图为8月11日，在印度卡
纳塔克邦门迪亚区，行人和车辆
正通过积水的道路。

（新华社发）

印度多地持续暴雨
致死人数升至132人

“钓鱼”。 徐 骏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