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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新闻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 新华社记者 孙少龙任玮

当年，红军踏上远征的道路时，或
许并不知道，他们将成就怎样的传
奇。

二战名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其
所著《三大洲》一书中称赞长征：“这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诗，是一次体现
坚韧不拔精神的惊人业绩。”

将台堡，是这一伟大史诗的重要见
证。

将台堡又称西瓦亭，位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是古丝绸之路上
的一处军事要塞。

1936年5月，红一方面军东征胜利
会师陕北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作出
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合的战略决策。

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
宁会师。而此时的红二方面军，已在9月
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
县、两当，并于10月迅速向北转移。

10 月 21 日，红二方面军进入今西
吉县境内。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
承等在平峰镇与左权、聂荣臻、邓小平
等会面。

22 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二
军团抵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
师。次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同红一军
团一师在兴隆镇会师，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至此胜利结束。

“经历了长征洗礼的红军战士，远
远看见对方时情不自禁地大喊‘我们胜
利会师了’，奔跑、拥抱、泪水、汗水、激
动、笑容都凝聚在了将台堡。”

日前，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
一角的一间小教室里，讲解员唐睿楠充满
激情地讲述着红军会师的历史场景。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不是偶然
事件，它是中共中央的缜密部署。”宁夏
西吉县文化馆馆长刘成才说，红军西征
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为迎接红二、四
方面军创造条件。在新的根据地开辟
后，红一方面军已和红二、四方面军形
成南北呼应之势，为主力会师做了充分
的准备。

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里，
坐落着三军会师纪念馆，馆内展出着当
时红军留下的马灯、扁担、军号等，无言
地讲述着那段红军会师的激情岁月。

1996 年，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暨将台堡会师 60 周年之际，一座高

20 余米的纪念碑拔地而起。碑身正
面，铭刻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
会师纪念碑”。

在纪念碑的顶端，雕刻着三尊红军
头像，象征着红军三大主力部队胜利会
师。碑身下部，战略大转移、遵义大转
折等8幅浮雕，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阔
历史画卷。

据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负
责人张玉忠介绍，2006年，为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暨将台堡会师 70 周年，在原
基础上对纪念碑进行了扩修。当地百
姓、全国各地游客纷纷来到这里，感受
红色文化。

经历了时光洗礼的将台堡城墙上，
山风正劲，红旗猎猎。

新华社银川8月12日电

新华社上海8月11日电(记者 黄
安琪 许晓青 兰天鸣)近日，《店大欺
客？上海迪士尼乐园被告了》《上海迪
士尼被大学生告了，原因你想不到》等
来自“看苏州”新闻客户端和“SBS 看
苏州”微信公号的文章引发网友热
议。网文披露，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大
三学生小王 2019年初“携带零食进入
上海迪士尼乐园时被园方工作人员翻
包检查，并加以阻拦”，小王将上海迪
士尼告上法庭。

尽管相关诉讼尚未了结，但“上海
迪士尼禁止自带饮食被告”的话题经
过多轮转载后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

“进入主题乐园究竟能不能带食品和
饮料”的问题引发网友热议。

案件原告——华东政法大学国际
法学院学生小王，于 11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在诉上海迪士尼的案件中，
向被告提出两点诉讼请求：一为确认上
海迪士尼乐园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
的格式条款无效；二为请求上海迪士尼
乐园赔偿原告损失，包括原告在迪士尼
乐园外购买却因被告不合理规则而被
迫丢弃的食品的费用，共计46.3元。

原告表示，2017 年 11 月 15 日，上
海迪士尼乐园在乐园须知一栏新增规
定：“不得携带以下物品入园：食品；酒
精饮料；超过 600 毫升的非酒精饮料
……”而此前上海迪士尼乐园并未禁
止游客携带有原始包装、密封的、未开
封及不需加工的食品入园。

“乐园外寄存包裹无论大小均收
费 80元/天，如果不在入口当场吃掉，
游客只能选择迪士尼提供的餐饮服务
或支付寄存费用。”王某某说，“我认为
自带食品或园内购买均应由游客自行
选择，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这隐藏着强
买强卖的实质。”

原告认为，迪士尼为了经营利益
或以园内卫生问题为借口来实施此规
定，这是一种霸王条款，直接侵犯了消
费者权益，侵害了公众利益。

据悉，该案已开庭审理，法庭尚未
判决。上海迪士尼乐园的管理方上海
迪士尼度假区 11日回复记者表示，据
其了解，上海迪士尼乐园关于外带食
品与饮料入园的规定与中国的大部分
主题乐园一致。若游客自己携带食品
或饮料，欢迎游客在乐园外的休息区
域享用。此外，考虑到婴幼儿对食品
的特殊需求，上海迪士尼乐园特别将
小型婴儿罐装食品作为例外允许携带
入园。同时，若游客因特殊的健康原
因需要携带特殊的食品入园，乐园也
允许其携带入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认为，迪士尼有关方面存在侵犯消费
者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的嫌疑。“尽管
其表示，自己给消费者提供了很多选
择，但唯独没有提到价格是否公道，避
重就轻。希望迪士尼能学会换位思
考，树立消费者友好型企业的形象，赢
得更多消费者信任。”他说。

》强台风致蔬菜之乡寿光1.8万个大棚受灾

》重庆：公务活动场合和公共服务窗口使用普通话

》内蒙古将于年底前关闭70余座非煤矿山

》河南启动A级旅游景区“大检查”

》新疆上半年拨付11.48亿元改善农村学生营养餐

》延崇高速北京段最长隧道贯通

均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8月11日电
（记者 刘天）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
局副局长萨基卜·蒙塔兹 11 日说，从
今年 7月开始的暴雨已在巴全国范围
内造成161人死亡，另有137人受伤。

蒙塔兹在电话中告诉新华社记
者，截至目前巴全国有 34 条道路、
14 座桥梁、53 个商店和 320 处民房
在暴雨中被毁。他说，位于该国西
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有 56 人在
暴雨中死亡，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有

35 人死亡，东部旁遮普省有 27 人死
亡。

据巴基斯坦媒体 11日报道，过去
两天的暴雨在巴南部信德省首府卡拉
奇造成 11人死亡，并导致卡拉奇市内
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以及公
路和铁路交通。

报道说，造成死亡的原因主要是
连日暴雨导致部分房屋屋顶坍塌以及
电线漏电。暴雨使卡拉奇市约35%的
地区处于停电状态。

□ 新华社记者 刘娟胡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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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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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公众号外导至其他付款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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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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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奥斯陆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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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旗漫卷西风
——重访将台堡长征会师地

当心！高仿微信公众号“钓鱼”诈骗

擦亮眼睛 新华社发

香港中联办：严厉谴责极端违法暴力行径

大学生诉上海迪士尼

请求确认“禁止游客携带食品入园”
格式条款无效

巴基斯坦暴雨致161人死亡

挪威警方将清真寺枪击案作为恐袭调查

新华社香港8月12日电（记者 刘
明洋）香港中联办负责人 12日发表声
明，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力违法分
子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呼吁全社会
行动起来，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
警队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共同维护香
港法治和社会安全。

该负责人表示，11 日，在香港多
区发生了违法暴力袭击，极少数激
进暴力分子更使用了大量具有高杀
伤性的武器，包括向警署投掷汽油
弹导致值勤警员严重烧伤，甚至有
人使用大口径强力射击装置袭击警
署。该负责人严正指出，世界上任
何一个地方，都绝对不能容忍这些
令人发指的极端暴行。如果任由这

些恐怖暴行蔓延，香港将滑向无底
深渊。

对在袭击中受伤的警员表示深切
慰问，对香港警队在处理连串违法暴
力事件时坚守岗位、忠诚履职、专业克
制和严正果断执法表示由衷敬佩和致
以崇高敬意，并对全体警队的家人亲
友长时间来的默默支持、忍辱负重表
达诚挚的问候。

该负责人强调，当前香港广大市
民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尽快止暴制乱，
使香港社会回复稳定安宁。全社会都
要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香港警方依法
严惩暴力犯罪分子，以实际行动共同
维护自己的家园，共同维护香港“一国
两制”的美好明天。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中哈霍尔果斯国际
边境合作中心内随处可见中外游客，来往商
贩、车辆络绎不绝。中亚的糖果、面粉、饮料，
中国的纺织品、小商品等琳琅满目，吸引着各
地的客商。据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
心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合作中
心入出园人员总数达 334.77 万人次，同比增
长7.28%。图为游客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
境合作中心内游玩拍照（8月11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