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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直播千余女主播涉黄
共刑事拘留22人 包括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黄鳝门”女主播 平台注册会员总数达108万余人
本 报 讯（记者 洪 雪）今日上
午， 全国扫黄打非办通报称，近
期，浙江警方成功破获了“老虎直
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据
了解，该案涉黄女主播多达 1000
余人，平台注册会员总数 108 万
余人。
公安部门透露，“老虎直播”
平台系方某、 戚某等人在利益驱
使下， 从 2017 年 2 月开始研发
的，其从 3 月开始赴境外正式运

营并招募女主播从事“色情”直
播。 截至 5 月 3 日案发，2 个月不
到的时间， 该平台累计充值金额
为 728.7002 万元。
今年 4 月 2 日，在接到案件
线索后， 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立
即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侦办工
作。在腾讯、阿里等公司的技术支
持下，专案组侦查摸清了
“
老虎直
播”的组织结构、涉案人员和资金
走向等情况。

5 月 3 日， 专案组组织警力
分 14 个行动组开展全国收网行
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15 名，刑事
拘留 12 人，其中主播工会会长 4
名、涉黄女主播 4 名（包括通过
网络直播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造成
恶劣社会影响的
“黄鳝门”女主播
张某某）、平台技术人员 3 名、财
务人员 1 名， 扣押违法所得 160
余万元， 查缴作案 工 具 电 脑 7
台、 手机 34 部， 查封服务器 11

台。
6 月初， 专案组又组织警力
抓获主播工会会长 3 名、涉黄女
主播 7 名。 截至目前，该案共刑
事拘留 22 人，主犯方某、戚某等
被成功抓获，已批捕 10 人，上网
追逃 3 人，案件还在进一步深入
查办中。
据网信部门统计，今年 1 至
6 月， 各部门已查处关闭违法违
规 直 播 平 台 73 家 ， 累 计 关 闭

91443 个直播间， 清理 120221
个用户账号，封禁 38179 个违规
主播账号， 并将 1879 名严重违
规主播纳入永久封禁黑名单。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各地“扫黄打非”部门
除查办一大批行政案件外， 还协
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了十余起直
播平台“涉黄”刑事案件，严肃追
究涉案直播平台、 主播及相关利
益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

儿子上课被砸伤 家长告学校
被告学生：老师未尽管理义务 学校：不存在失职行为
本报 讯（实习记者 周 蔚）儿
子在课上被同学砸伤右眼，导致
视力下降，母亲赵女士起诉涉事
学校、学生索赔。今天上午，昌平
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小峰和小扬是同班同学，事
发时为五年级学生。 2014 年 9
月 28 日上午 8 点 50 分， 音乐
课结束后，音乐老师孙老师让学
生收课本，小扬将课本抛向小峰
时，课本砸到了小峰的眼睛。
经诊断，小峰为右眼挫伤性
近视。 小峰未受伤时视力为
4.8， 受伤后视力下降到 4.6，至
今小峰的视力仍在下降，现在已
下降至 4.3。
现小峰的母亲代小峰将小
扬及小扬的父母、 学校诉至法
院，要求四被告支付医疗费等共
计 10 万元。 小峰的母亲赵女士
认为，小峰的伤害是由小扬直接
造成的，而学校老师作为临时管
理人，未尽到管理的义务，且在
事故发生后未能及时、合理采取
措施，导致原告延误治疗，同样

亦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小扬的代理律师称，小峰的
受伤是意外事件， 小扬没有过
错。 当时音乐课结束后，老师让
收音乐课本，小扬在传递课本的
过程中均是按照老师的要求，
没有抛送课本。 事故发生后，小
扬的父母已经承担诊疗费用
12000 余元。 对于小峰视力下
降，小扬的代理律师称，小峰之
前已经近视，造成近视的因素有
很多种，不能证明现在视力下降
与小扬之前的行为有直接关系。
同时认为学校老师没有尽到老
师的义务，应该承担责任。
学校称， 学校已经尽到责
任，也没有拖延治疗，不承担任
何责任。 学校称，因为对学校事
故处理不满意，小峰的母亲曾称
学校书记不称职，要求将其清除
出教师队伍。 经对此事调查，学
校不存在失职行为，并将此事报
告给了北京市教委。
截至记者发稿时，案件还在
审理中。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老楼老停电 夏天难熬
事发中科院软件园小区 物业：正联系厂家核算电量
本报讯 （记者 任 小 佳）
“最
近停电不下十次，每次把闸推上
去，不到两分钟又掉了。 均价超
十万的学区房住得像贫民窟。 ”
海淀区中科院软件园小区的业
主史先生无奈地说。这个夏天一
开始， 软件园小区的 319 栋的
所有住户就很难熬，由于小区线
路老旧，用电量难以满足住户需
求，导致最近数次停电。 物业表
示，目前正在联系最初的配置厂
家核算电量，暂时还没有沟通好
解决方案。
据王女士介绍，中科院软件
园小区是老旧小区，她所居住的
319 栋是没有电梯的老房子，大
约住着百余户人家。此处学区房
每平米均价已超 10 万元，但物
业设施很差。
电路老旧、 电力供应不足
的问题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格外
明显，“陆陆续续停电有半个月
之久， 夜里十点以后停了至少

六七次电， 主要是晚上九十点
钟时。 ” 王女士说，“这么热的
天，开不了空调，洗不了澡，孩
子也不能学习， 天热得睡不着
觉，第二天工作也很疲惫。 ”
住户史先生表示：“我们也
跟物业沟通过， 供电设备是 90
年代的，设备老化，今年夏天比
较热，问题格外突出。 ”
记者联系到目前负责该小
区的物业——
—北京裕展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该公司软件园区项
目管理中心的刘经理表示，物业
也正在积极处理这件事儿，“这
应该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因为这
个楼是个老楼，过去的用电量根
本没有现在这么大。 ”
刘经理介绍，
“
我们也做了一
些工作，对电力做了调整，但还是
满足不了用电需要。 并不是我们
的原因造成住户使用不了空调。
我们和厂家联系，需要怎么施工，
现在具体内容还没有反馈回来。 ”

通惠河畔园区内多个楼宇设立围栏，被拦在外的共享单车随意摆放在人行便道上 摄 / 实习记者 金春妮

大厦设围栏 共享单车挤上盲道
物业经理：未侵占公共区域 园区管委会：没批准装围栏 将施划停放区
本 报 讯（实习记者 金 春 妮）
近日，有市民向《法制晚报》记者
反映朝阳通惠河畔园区内有的
楼宇私立路桩和围栏，侵占楼外
的公共区域，导致单车和电动车
只能停在马路和盲道上。 对此，
记者昨天下午来到通惠河畔园
区探访，发现四惠大厦等多个楼
宇周边确实立起了围栏。
以四惠大厦为例， 围栏从
东向西将大厦围住， 只有大厦
的西面被留出了一个宽不到一
米的出入口。 围栏将大厦与外
界明确地划分开来， 围栏之内
十分整洁， 但被拦在围栏外面
的共享单车和电动车随意摆放
在人行便道上， 有的甚至还侵
占了盲道。
一位在四惠大厦上班的人
员告诉记者， 围栏已经设立一
个多月了， 设立的初衷就是为
了阻止共享单车和其它社会车
辆进入大厦，方便大厦的管理，
维护大厦的形象。
随后，记者采访了四惠大厦

的物业田瑞国峰物业的总经理
高先生。 高经理告诉记者，路桩
是在大厦建成之初就获批设立
的，设立围栏也是经过园区物业
批准的，并不是私立。
高经理表示，围栏内的区域
是属于四惠大厦的，并不存在侵
占公共区域的情况，物业有权利
采取措施禁止共享单车的摆
放。 至于单车停放在哪里，是
否占用盲道和马路与物业无
关。 高经理明确表示，围栏肯
定不会拆除，共享单车也肯定
不会被允许摆放在大厦的区
域内。
大厦四周全部 设 立 了 围
栏，如果发生火灾，消防车辆
该如何进入？围栏的设立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呢？对于记者的
问题，高经理说，设立的围栏
是可以移动的，如果发生火灾
并不会影响消防车辆的进入，
而且大厦每一个楼层都配备
了完善的消防设备，并不存在
安全隐患。

随后， 记者又联系了通惠
河畔园区管委会，管委会工作
人员表示，四惠大厦等楼宇前
的路桩和围栏都是各大厦物业
后装的， 也没有经过园区的批
准。 目前园区打算协调楼宇让
出一些公共区域， 施划共享单
车停放区域，维护园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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