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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对涉官方背景网站拟定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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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被窝里看书、玩手机，这件事几乎
每个人都做过。但是几年如一日这么玩，会
导致什么结果？11 岁的小辛小学四年级，
就因为在两年里天天躲在被窝里玩手机，
眼睛里的腺体扭曲成了网状，进入了中老
年人的眼睛状态。

11岁小学生彻夜玩游戏
一看书就眼睛痛

小辛打得一手好游戏，是班上男生心
目中的“吃鸡”王子。在小辛妈妈眼里，虽然
小辛学习成绩不优秀，但很努力，每天放学
就关进小房间写作业背课文，吃饭喊他都
喊不出来，学习劲头很足。

前段时间，下雪天深夜，小辛妈妈怕他
睡觉踢被子着凉，摸黑进了小辛房间，想要
给他盖好被子，发现这孩子把头埋进被窝，
被窝里还时不时有动静，一掀开被子才发
现小辛正拿着手机玩游戏。小辛妈妈当时
把手机没收了。

手机没收后，小辛每天一到看书写作
业时就喊着眼睛痛得睁不开。小辛妈妈以
为小辛是因为不给玩手机闹情绪装病，但
又担心孩子是不是真的眼睛不舒服，就带
着小辛去医院检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医
生看到小辛的睑板腺吓了一跳，“这哪是一
个 11岁小朋友的睑板腺，五六十岁的人情
况都比这个好！”医生告诉小辛妈妈，小辛
得了严重的睑板腺功能障碍从而导致干眼
症。正常人的眼睑上大约有 32 个睑板腺，
平行竖线状排列，分泌油脂用来湿润眼球，
而小辛的睑板腺已经扭曲成网状，模糊不
清，相当于中老年人水平，甚至比有些中老
年人更差，所以眼睛会感觉到刺痛、灼烧感
进而睁不开。小辛的睑板腺功能彻底恢复
已不可能，只能靠治疗来缓解症状了。

这时候，小辛妈妈才悔不该当初，她告
诉医生，从小她为了让孩子安安静静吃饭就
拿手机给孩子玩，孩子一哭闹也是拿手机
哄。上了小学之后，为了联系方便，便把旧手
机给了孩子，也没多想，要是多花点心思照
看孩子，也不至于让孩子眼睛变成这样。

50%的干眼症
由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

对于眼睛，很多人只知道眼角膜很重
要，往往忽略眼睑翻开呈现出来的组织，睑
板腺位于眼睑根部，它会分泌一种像橄榄
油一样清澈透明的油脂来锁住保护眼球表
面形成的泪膜，使泪液不容易蒸发，从而保
持眼睛的湿润。而睑板腺功能障碍患者分
泌的油脂更像猪油、地沟油那种浑浊甚至
是凝固状的，由于这种分泌的油脂饱和脂
肪酸比例高，遇到天气冷的时候，很容易

“冻住”，保护不了泪液，泪液蒸发得快，从
而感觉到眼睛干涩。

50%的干眼症由睑板腺功能障碍引
起，除了像小辛这种长期用眼不卫生、过度
的情况，经常熬夜、易长青春痘者及更年
期、老年人等激素水平异常者很容易发生
睑板腺功能障碍。一旦发生睑板腺功能障
碍，就会有以下症状：

1.眼干涩。
2. 眼痛、眼磨、烧灼感、眼痒、异物感、

搔抓感。
3.视物模糊，视力波动。
4.眼部分泌物增多，晨起眼睑发黏、睁

眼困难、睑缘发红。
患者一般都需要坚持日常时时热敷、

按摩、清洁，十分麻烦。医生也尝试用脉冲
式、高强度的宽谱光对治疗区域皮肤进行
照射，以活化睑板腺腺体功能，减轻睑板腺
炎症。

而我们常说的眼皮上长“偷针”，也是
睑板腺发炎、感染从而导致堵塞表现出来
的症状，所以我们得好好关注睑板腺的健
康。寒假来了，孩子不用上学，多了很多自
由时间，应该合理安排假期时间，少玩电子
产品少看电视多一些户外运动。

据《钱江晚报》报道

小学生躲被窝玩手机

眼龄进入中老年

筹建“正部级”单位
对外称将有67个事业编制
楚志勇是中非锦程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的法定代表人，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头是
“中央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 (筹)副主
任”。

对外，楚志勇一直介绍说，正在筹建
的这个“正部级”单位是负责“打虎拍蝇”
的反腐机构，中心下设廉政调研室、大案
调研室、宣传教育室等单位，正式挂牌后
将有 67个事业编制。

中非锦程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
翁应斌是 2013 年被楚志勇安排至该中心
工作的，任“大案调研室巡视员”，主要负
责为“正在建设的中心”筹款。

翁应斌曾听楚志勇提及，中心真正的
负责人叫何俊成，是其多年的朋友，还是

“国家某位前领导人的秘书”。
翁应斌与何俊成有过一面之缘，印象

中这名“大有来头”的幕后老板 40 岁出
头，中等身材，朋友圈里都是混迹于各大
会场、高端场所的照片。

幕后老板何俊成平日里不出现，日常
工作由楚志勇负责。

楚志勇给翁应斌发了一张红色工作
证，平时翁应斌都会随身带着。楚志勇还
特地印制了名片，上面标注中心名称、职
务，对外则称是“正部级干部”，为各色商
人牵线搭桥。

能见到楚志勇并吃上一顿饭并不容
易，翁应斌觉得或许只有那些答应为中心
捐款或为中心那些天花乱坠的项目“出
血”的人才有资格。

翁应斌将这些人带去饭局，楚志勇跟
人称自己是“国家某前任领导人的人”，得
过“五个一工程”等 8 个全国性大奖，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手里有许多国家级项
目，数额巨大，只能分一些子项目给饭桌

上的建筑商们。
为加入扬州某开发项目，商人傅刚曾

缴纳百万余元的工程保证金，楚志勇向他
许诺，工程若未开工，会将保证金退回。

事后，工程却没了消息。中途傅刚曾
多次询问，均被敷衍搪塞，直至案发，傅刚
都未能追回自己总共掏出的 133万元。

受害人被骗500万元
怕得罪“中央领导”没报案
“报案会得罪中央领导”的说辞，成为

楚志勇骗局长久未被揭穿的原因之一，上
海某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学忠
即中了此招。2015 年，张学忠经人介绍认
识了“中央领导”楚志勇，后者告诉他，一
个有国家正式编制的机构正在筹建，办公
室装修需要一笔资金，并向其承诺若能捐
款，中心筹建完成后能为其谋一个国家事
业编制，还能当上未来上海分部的负责
人。能跟中央机构搭上线，让张学忠心怀
憧憬，随后张学忠按照要求捐赠了 500 万
元。全款转账后，张学忠意识到可能上当
受骗，楚志勇却再不接电话。中心工作人
员还就此告知张学忠，这笔钱是捐给中心
的不会退还，若要报案，“会得罪中央领
导 ”。张 学 忠 想 到 这 个 中 心 的“ 中 央 背
景”，果真就没有报案。

同样被骗取 500万元的还有南京某科
技公司的经理杨康。他自称能到中心工
作，给更多的老百姓做事积善缘，也为这
个他看来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正在筹建中
的“正部级单位”捐赠了 500万元。

收编非法“法治传媒网”
设局中局相互背书

对于受害人张学忠、杨康而言，两人
捐赠前都曾想办法确认中心人员身份以
防上当受骗。楚志勇告知他们，可去某中
央部委下属网站“法治传媒网”查询中

心工作人员信息，“一查便知真假”。
张学忠随后查询发现，网站上该中

心工作人员的职务、证件信息清楚，网
站首页还有中心的“中央背景”信息，
何俊成、楚志勇等的“中央身份”也被
放进网站页面中，这打消了张学忠心中
的疑虑。

实际上，“法治传媒网”不过是骗子
的局中局。

2014 年初，曾短暂干过媒体工作的
邓良为未经备案开设非法网站“法治传
媒网”，同时期邓良为经人引荐认识楚志
勇，邓良为看中其“中央”背景，主动
提出将网站挂靠中心的请求。楚志勇同
意后，“法治传媒网”成为中心下属网
站，邓良为也因此成为中心“廉政调研
室网管处副处长”。一方面非法网站在骗
局里帮助印证中心的“真实性”，另一方
面，具备“中央”背景的中心也给网站
带来了更多效益。

据了解，在此期间，邓良为利用挂
靠“中央”背景的“法治传媒网”，以有
偿新闻的形式收取相关单位、个人的服
务费，并通过授权的方式，进一步与合
作方开设网站地方频道，共计收取 30 万
元网络平台的服务费用。

除此之外，网站还开展办理“法治传
媒网”工作证业务，先后办理通讯员、评论
员等工作证 70 余张，并向办证人收取每
张 100元至 3000元不等的制作费。

“法治传媒网”很快引起公安机关注
意。2016 年 4 月，成都市公安局网络安
全保卫支队接到案件线索，随后组织侦
查，将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一年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包
括何俊成、楚志勇在内的 4 名被告人进
行二次审理，去年 12 月 12 日，何俊成、
楚志勇、翁应斌、邓良为 4 人二审判决
生效，被判处 6至 14年有期徒刑不等。

捏造“正部级机构”非法揽财千万元
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获刑

被查封的被查封的““中央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中央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办公室办公室。。

北京市区某写字楼 7 楼，曾是“中央社
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筹)”的办公地。此处
一间按照中央部委会议室规格陈设的会客
厅，一度成为不少人渴望进入、并由此被引
见给“中央领导”的“宝地”。今时今日，这
间办公室已人去楼空。

2014 年起，该中心人员以中心建设筹
款、投资国家级项目、引荐高官、预留中央
编制等名义公开活动，还建立非法网站做
局，诈骗超千万元。

近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二审
判决，判处何俊成、楚志勇、翁应斌、邓良为
等 4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非法经
营罪6至14年有期徒刑。

据成都市公安局有关工作人员介绍，
该案由“法治传媒网”为侦破口，最终挖掘
出背后的诈骗团伙，是网络违法犯罪的典
型案例。

该案特别反映出当下互联网监管中
存在的不足，如网络域名注册管理混乱、
网站内容名称和实际注册域名不符，以及
不法分子利用境外空间私搭乱建小网站
导致漏管失控等问题。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对涉及中
央、国家等官方背景的网站，建议有关管

理部门加大对其监管力度，加强对官方网
站的网上日常巡查，建立白名单，以防老
百姓上当受骗。

上述人士也指出，目前对互联网的监
管仍面临困难，互联网带来了对社会治理
体系的挑战。“由于网络犯罪是去中心化
的犯罪，使得犯罪的主体与被侵害的对象
分布均十分广泛，有限的侦查人力和侦查
技术都无法一时解决这样的难题。同时
网络犯罪手段隐蔽、变化多端，调查取证
尤其困难。”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对现有法律体
系带来一定冲击，我国针对互联网违法犯
罪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体系亟须完备，公
安机关的执法工作常常面临困惑。“美国
是最大的互联网强国，与互联网有关的法
律法规已达三四百种，而我国到目前为
止，与其有关的法律法规，只有《网络安全
法》等为数不多的几部。”该人士强调，需
要进一步从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才能更好地应对新型互联网违法犯罪。

一、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境内
合法网站都应到公安机关和工信部门进
行备案，公安机关备案信息可登录全国互
联网安全管理服务平台 (www.beian.gov.cn)
进行查询。

工信部门备案信息则可登录工信部域
名信息备案查询网站 (www.miibeian.gov.cn)
进行查询。

二、一般国内合法网站的域名注册
机构都是国内机构，服务器 IP 地址也在

国内，特别是政府部门网站，若域名注
册在国外， IP 地址在国外肯定是虚假网
站。

(文中除犯罪嫌疑人外，其他人均为化
名)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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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你两招鉴别网站真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