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开查处假赛黑哨操纵比赛
中纪委公布国家体育总局巡视整改情况：今后将不设全运会金牌奖牌榜

本报讯 据新华社、《法制
晚报》、《北京晚报》报道，中央
纪委监察部网站２６日公布了

《中共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关于
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通报中
提出了对赛事管理审批、运动
员选拔等方面的整改思路与措
施，同时提出今后在全运会等
全 国 综 合 性 运 动 会 不 公 布 金
牌、奖牌榜，并将以严厉措施杜
绝运动员选拔“寻租”等违纪行
为。

为了从评价指标方面引导
全国体育界树立正确的体育政
绩观，体育总局取消了亚运会、
奥运会贡献奖奖项的评选，对

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
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
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
分排名；研究下发了《体育总局
关于加强和改进群众体育工作
的意见》；今后将从群众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投入
产出效益等多个角度研究设立
体育事业发展的评价指标。

赛事管理方面，体育总局明
令禁止利用确定赛事承办单位
之机收取任何名目的费用，并对
第１３届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
动会，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的
设项和参赛规模进一步进行了
调整压缩。

严查假赛黑哨权钱交易

针对巡视指出的赛事开发经
营缺少规范和监督、关联采购、利
益输送等问题，体育总局制定了

《体育总局落实中央巡视组关于
规范围绕赛事的各项商务活动反
馈意见的整改方案》，在几个关键
点上进一步细化了措施。

对照巡视组提出的捐赠物
资管理混乱的问题，体育总局制
定了方案，进一步加强《国家体
育总局事业单位接受赞助和捐
赠物资管理办法》执行力度。从
2015年起，体育总局将每年制订
检查工作计划，对各单位赞助、
捐赠物资管理情况的动态跟踪
检查。

整治不良赛风赛纪是体育行

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对这些问题，
体育总局将加大执纪执法力度，
依据已经制定出台的管理规定加
大检查处罚力度，积极配合协调
司法、公安部门，公开查处体育竞
赛领域的假赛黑哨、权钱交易、操
纵比赛等违法违规行为，形成威
慑，净化参赛环境。

加大问责力度，坚持责任倒
查，对违纪违规事件追究领导责
任，对负有责任的主要领导、分管
领导实行多方问责。

针对巡视组移交的反映在举
办第12届全运会期间，为争金牌
向个别官员和裁判行贿的问题线
索，驻总局纪检组监察局正全力
以赴开展调查工作。

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赛事审批

针对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
明，凸显部门利益的问题，体育总
局研究制定了《国家体育总局关
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
若干意见》，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
体育赛事审批,除全国运动会、全
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
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以及涉及国
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事项
的少数特殊类型体育赛事之外，
其他赛事一律不需审批。

体育总局还制定了《全国性
单项体育协会竞技体育重要赛
事名录》，并向社会公开，名录内
赛事由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主
办，一律无需体育总局及内设部

门和直属单位审批。
还制定了《在华举办国际体

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对
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体育赛事分
A、B、C三类进行管理，其中B、C
类国际体育赛事下放由地方审
批。体育总局明令禁止利用确定
赛事承办单位之机收取任何名
目的费用。

对于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
派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通报提
到，需要用刚性措施，把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对于选拔工作中出
现的问题以及“寻租”等违纪行
为，将加大处罚力度，同时制定细
则，最大程度地减少自由裁量权。

试点进行单项体协脱钩改革

对于行政、事业、社团、企业
权力高度集中问题，体育总局制
定了《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
项体育协会改革为突破口，深化
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加
大中国足球协会单项体育协会
综合体制改革试点的力度。

确定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
中国摩托车运动协会为非奥运
会项目单项体育协会综合改革
试点。确定中国龙狮运动协会、
中国健美协会、中国台球协会为
单项体育协会管办分离、以体育

社团机制运行的改革试点。试点
期间，凡可以交由协会承担的事
务完全交给协会。

选择10个奥运会项目协会，
进行单项体育协会功能优化改
革试点，主要内容为探索强化和
扩充奥运项目协会在群众体育、
体育文化等方面的功能、机制。

选择2个非奥运会项目协
会，包括风筝协会、信鸽协会，参
照国家关于行业协会与行政机
关脱钩的做法，进行单项体育协
会脱钩改革试点。

收钱替人删帖的有网络大V也有黑客
国家网信办公布“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十大典型案例

上海21世纪网涉敲诈勒索案：
2014年9月，财经媒体21世纪网包括主
编、副主编在内的相关人员，因涉嫌
特大新闻敲诈案被上海公安机关依
法采取强制措施。

涉案人员以21世纪网为主要平
台，采取公关公司招揽介绍、业内人
员物色筛选等方式，寻找具有“上市”

“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
市公司或知名企业作为“目标”对象
进行非法活动。对于愿意“合作”的企
业，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正
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
道”；对不与之合作的企业，在21世纪
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道，以此要挟企
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位和
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
警方初步查证，21世纪网先后迫使
100多家IPO企业、上市公司建立了合
作关系，收取每家企业20万至30万费
用，累计数亿元。伙同21世纪网实施
敲诈勒索的上海润言公关公司，2009

年以来的营业额超过12亿元。

江苏昆山周禄宝网络敲诈勒索
案：2015年1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周
禄宝（男，29岁，甘肃省陇西县人）涉
嫌敲诈勒索犯罪案受审。检察机关指

控：2011年6月至2012年8月，周禄宝以
网上“曝光”负面消息为要挟，先后向
广西鉴山寺索得4万元，向浙江乌镇
修真观索得6 . 8万元，向江苏昆山全
福寺索要8万元未遂；2012年9月至
2013年1月，周禄宝以为河北唐山一
小区216户业主维权为由，在网上发
布大量关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负面
帖文，并假借维权之名，通过中间人
成功索要80万元。2013年8月，周禄宝
被江苏省昆山市检察院依法批捕。

江苏徐州社会焦点网、今日焦点
网等网站系列敲诈勒索案：2014年10

月，社会焦点网、今日焦点网等6家网
站负责人仲伟与窦某、姚某、阮某等4

人，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贪污罪、受贿
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14

年不等，并处罚金3万元至50万元不
等。该犯罪团伙自2008年起，假冒记者
身份，实施敲诈勒索120次，涉及7个省
27个市县，涉案金额300余万元。

湖南衡阳格祺伟网络敲诈勒索
案：2014年4月，“网络大V”格祺伟被
正式移送起诉。经查，微博“意见领
袖”格祺伟多次通过虚构、编造、夸大
相关事实的手段，在互联网上不断发

布涉及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
位及社会名人的大量信息，并以曝光
负面信息、发帖为要挟，或以删帖为
名向当事人敲诈勒索钱财。涉案金额
累计达330余万元。

江苏南京“黑客”有偿删帖案：
2014年10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
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5

年3个月，谭某有期徒刑5年，王某有
期徒刑4年6个月。经查，2013年底，杭
州某网络公司技术总监周某伙同谭
某、王某，利用谭某通过“黑”进网站
非法获得的西祠胡同网站多个版主
账号及密码，提供有偿信息删除服
务。法院审理认为，互联网是公共论
坛，需要保护网民合法的舆论自由，
周某、谭某、王某有偿删帖行为不仅
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扰乱了市
场秩序，非法经营数额超过25万，构
成非法经营罪。

广东深圳腾讯网编辑有偿删帖
案：经查，2009年11月至2012年8月间，
原腾讯网新闻中心健康频道编辑王
某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帮助李某及北
京雅歌时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新讯
天下（北京）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公

司删除腾讯网网络信息，非法收受对
方给予的钱款19 . 4万余元。此外，王某
还向搜狐公司网安中心高级经理何
某行贿49 . 95万元，请其协助删除其他
网站负面信息。

北京杨秀宇有偿删帖案：2014年
11月，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非法经营
罪判处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有
期徒刑4年，罚金15万元，杨秀宇负责
的两家尔玛公司分别被判处罚金50

万和20万元。经查，2008年至2013年，
杨秀宇任法人代表的“尔玛天仙公
司”及实际控制的“尔码互动公司”，
多次以有偿提供删帖和发布虚假信
息等方式，获取了非法经营收入总计
达75万元，数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

北京口碑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有偿删帖案：2015年1月16日，北京口碑
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该公司3名
高管杨飞、李金福、杨雪萍，因向客户
提供有偿删帖服务、涉嫌非法经营，在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受审。检察机关指
控：该公司自2012年至2013年间，多次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有偿删帖信息服
务，经营额达218200元。在此过程中，杨
飞、李金福负责公司的经营，二人共同

商议、决策后指派公司员工从事上述
活动；杨雪萍及其主管的公关部员工
具体实施有偿删除信息活动。在此案
庭审中，杨飞等3人均表示认罪悔罪，
法庭尚未作出判决。

原中央外宣办副局长高剑云案：
2014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宣布，原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副局长高
剑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
调查。经查，高剑云在2008年至2010年
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公司删除网
上负面报道等提供帮助，索要、收受
贿赂数额较大。高剑云的行为已构成
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目前已经被开
除党籍、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及有关
线索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海南海口魏壹宁有偿删帖案：
2014年11月，海南省海口市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海南省海口市
公安局网警支队一大队原副队长魏壹
宁有期徒刑10年。经查，2009年8月到
2012年8月间，魏壹宁利用职务便利，通
过帮助他人删帖收受“好处费”70余万
元。作为互联网管理部门公职人员，魏
壹宁利用职务之便删帖牟利，已经构
成受贿罪，情节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本报讯 据人民网报道，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消息称，国家网信办1月26日公布“网络敲
诈和有偿删帖”十大典型案例。据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公布的“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十大典型案例，包包括涉
网络敲诈勒索案件4起，涉有偿删帖案件6起。

国家体育总局整改措施

1 问题：赛事审批不规范

措
施

取消商业审批
制定重要赛事名录
对赛事分类管理

2 问题：运动员选拔不透明

措
施

制定管理规定
细化选拔程序

3 问题：比赛弄虚作假

措
施

公开查处
多方问责
专项巡查治理

4 问题：赛事开发混乱

措
施

建立招标机制
完善问责机制
活动集中管理
资产纳入平台

5 问题：体育精神扭曲

措
施

取消亚运会奥运会奖项评选
全运会取消各省区奖牌排名

6 问题：权力高度集中

措
施

确定多个改革试点
将16个非项目协会与行
政、事业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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