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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官 之 声

铲除暴的土壤，播撒善的种子
孙春牛

治疗 “戾气病” 必须要开出
“复方药 ”， 发挥法律和道德的
“复合作用”。 同时， 全社会应齐
心协力， 铲除 “暴” 的土壤， 播
撒 “善” 的种子， 让理解、 宽容
和法治成为一种习惯 、 一种信
仰、 一种力量。

各地极端暴力事件频发， 令人恐
惧。 整个社会似乎患上了严重的 “戾
气病”， 让人不寒而栗。 9月25日， 沈
阳刺死城管小贩夏俊峰被执行死刑，
大兴 “摔死女婴” 主犯韩磊一审被判
处死刑， 则向世人示明： 极端暴力事
件， 为道德和法律所不容， 必须要让
“戾气病” 的随意发作付出沉重代价。

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在带来权
利觉醒的同时， 也让人们在不经意间
养成了逐利化的倾向， 即将权利量化
为利益， 量化为金钱， 寸金不让、 寸
土必争 。 而且 ，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 社会加速转型， 各种矛盾纠纷层
出不穷， 各种问题挑战接踵而至， 在
主观价值判断多元化的今天， 人们的
认识易出现偏差、 心理易出现失衡，
在纾解排遣的渠道弱化甚至欠缺的情

况下， 个体的焦虑、 悲观、 厌世、 泄
愤、 报复等极端心理一旦堆积沉淀，
极易生成 “戾气病”， 成为引爆公共
安全的 “不定时炸弹”。

客观分析， 这些极端个案确属少
数， 但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正来源于
点滴积累， 决不可对这些 “少数” 掉
以轻心。 为有效治疗社会个体的 “戾
气病”， 必须要开出 “复方药”， 发挥
法律和道德的 “复合作用”， 从而杜
绝恶性事件无情地重演升级， 避免无
辜之人遭受无端损害。

首先， 需要法律重拳出击， 亮出
利剑， 惩恶扬善。 一方面， 要依法惩
治极端暴力犯罪 ， 严格执行法律规
定， 将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落到实
处。 即使是冤屈者和受害人， 也应在
法律的框架内和轨道上表达诉求、 维
护权益， 而不能以暴制暴， 否则只能
招致更多的不满、 带来更多的伤害，
而永远得不到期待的正义 ； 另一方
面， 要加大个案的警示教育作用， 通
过个案剖析 ， 向人们宣示法律的权
威、 规则的力量、 理性的重要， 引导
人们树立法治思维、 责任意识， 进而
崇尚法律、 尊重规则。

其次， 需要弘扬友善文明、 理性
宽容的主流价值观。 社会个体内心的
负面因子对戾气的生成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不利作用。 消除个体的负情绪、
负能量， 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正能量势
在必行。 文明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 理性宽
容是实现社会安定性与和谐度的重要

支撑和应有之义。
再者， 需要畅通法律救济渠道，

给不满情绪制造合理出口。 认真对待
部分极端暴力事件加害人曾经遭受的

不满和冤屈， 切实保障每个人所享有
的复议、诉讼、监督等法律权利，确保
每个人的不满都有人倾听、有人处理。

孟子曰：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
法不足以自行”。 故此， 用 “复方药”
治 “戾气病”， 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 ， 铲除 “暴 ” 的土壤 ， 播撒 “善 ”
的种子， 让理解、 宽容和法治成为一
种习惯、 一种信仰、 一种力量， 让每
一个人都能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享

受到安全、 文明与和谐。
（作者单位： 北京市顺义区人民

法院）

林珊珊：本院立案执行的（2013）融执行字第 2186 号申请执行人林万香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3）融执行字第 2186号执行裁定书。
裁定主文如下：限制被执行人林珊珊出境，并扣留其出入境有关证件。

[福建]福清市人民法院
鹿保城、付铁军、李子明、鹿一平、战持胜、杨发、张家骠、李华、陈琦、王福娟、

陈洪岩、孙静义：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哈尔滨市长虹钢模板修造厂申请执行被执
行人哈尔滨市哈建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人对（2010）香
执变追裁字第 429号执行裁定书有异议，现向你们送达听证通知。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定于公告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
院 2号楼 302法庭召开听证会，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决。

[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
滑县诚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杨现超、杨现利、杨现伟：本院受理执行的郑州

新民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们一案，需依法对（2013）郑执一字第 17-6
号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标的物进行评估、拍卖。现公告通知你们到本院办理
有关本案评估、拍卖等事宜，自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之日起
7 日内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有关评估、拍卖等事宜，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相
关权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灵宝市购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丰收、王俊芳、王志双：本院执行的
郑州新民生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树森、高玉珍申请执行你们一案，现需对本院
（2013）郑执一字第 238-3 号、324-3 号、240-3 号三份执行裁定书上的评估、拍卖
标的物进行评估、拍卖。因无法有效联系到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手续，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到本院办理有关本案标的物评估、评估报告送达、拍卖（含摇号确定机构）等
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手续通知，公告之日起 60日期满视为送达。自公告期满之
日起 7日内到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系办理有关本案的评估、 评估报告送达、拍
卖（含摇号确定机构）等执行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手续，逾期不到视为放弃相应权
利，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将依法执行此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危 威 （身 份 证 号 码 430111197912141815）、 危 庆 康 （身 份 证 号 码

430111194810061810）、湖南天翼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本院执行的长沙先导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危威、危庆康、湖南天翼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借款抵押担保纠
纷一案，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2）长中民二初字第 0478 号民事判决书，因
在你们的户籍住所地和公司注册所在地无法送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3）长中执字第 00406 号执行通知书
和报告财产令，责令你们自本公告送达之日即履行通知义务。你们应向申请执行人
长沙先导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案款 10310589.4 元； 承担本案执行费
77711元；以上合计 10388300.4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卉：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赵文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 本院作出
（2013）天执字第 319-1 号执行裁定书，并依法委托湖南建业房产评估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对你所有的位于长沙市马栏山新时代广告文化园 5栋 101 号房屋进行了评
估，已作出湘建房（2013）长评字第 056号房地产评估报告书。该裁定书及报告书载
明：被执行人杨卉应付 450796元，该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903521 元。 现
予公告送达，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0日内，向长沙市天心区法院申请重新评估。逾期未申请重新评估价的，本
院将依法公开拍卖。 [湖南]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罗国平、贺美霞：本院受理田顶坤申请执行（2012）株荷法民一初字第 606 号民
事判决书书一案，因你们未按照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我院决定
对你们所有的坐落于株洲市荷塘区合泰大街 129 号东湖绿洲 1007 号房屋进行评
估、拍卖。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并
定于公告期满后次日上午 10 时到本院司法技术室随机选择评估、拍卖机构，逾期
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委托，并对该财产进行评估、拍卖。

[湖南]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
黄冬泉：本院受理刘互助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执行一案，（2013）雨法民一初字第

85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立案执行。 我院多次到你处送达限期执行
通知书，均未见人。现向你公告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三日后，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胡永银、邱玉玲：本院受理湘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执行一案，（2012）雨法民二初字第 18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并已
立案执行。 我院多次到你们处送达限期执行通知书，均未见人。 现向你们公告送达
限期执行通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公告期满三日
后，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湖南]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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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 10 时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6 楼拍卖厅 （济南市
经二路 1 号，从东门进入）举行拍卖会。

一、拍卖标的：
1、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山东非凡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 ：富维薄膜 （控股 ）有限公司 52.9%股权 ，参考价 ：
1,4000 万元。

2、山东宏博拍卖有限公司拍卖：雅悦酒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98.8%股权，参考价：2249 万元；

3、山东金秋拍卖有限公司、山东齐鲁中天拍卖有限公
司拍卖：北京世维通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现为北京时代速
维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55%的股权， 参考价：6,976.77 万
元；北京宝瑞荔湾酒店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参考价：1 万元；

4、山东中立信拍卖有限公司、山东恒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 美国 SWT 光电子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世维通光通
讯技术有限公司（现为北京时代速维光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45%的股权，参考价：5,708.26 万元；

5、山东天乙拍卖有限公司拍卖：京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全部股权，参考价：2384 万元；北京百利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全部股权，参考价：1 万元。
以上所有标的整体拍卖优先， 整体参考价：31320.03万元，

另需支付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享有的 2100万元，为方便
过户按各参考价占整体参考价的百分比计各项股权的成交价，
分别出具成交确认书；整体无人竞买再按标的编号对 5项标的
分别拍卖。其中，雅悦酒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8%股权的竞得
者需另支付富维薄膜（控股）有限公司享有的 2100万元。

二、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 10 月 15 日止，与相应
拍卖公司联系各标的的查看或自行查看。

三、办理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将整体拍卖保证
金 3000万元、或标的 1保证金 1400万元、标的 2保证金 300万
元、标的 3保证金 700万元、标的 4保证金 600万元、标的 5保
证金 200万元汇至或交至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户 （账户
名：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齐鲁银行杆石桥支行，
账号：000000028004100000378）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收据于
拍卖会前联系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整体拍卖），分项竞
买意向的与标的对应的拍卖公司联系办理完竞买相关手续。

四、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于 2013 年 10 月 30 日前将
拍卖成交款全额打入保证金交付的账户， 逾期未足额交纳
者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未竞得者 3 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息）。
联系人、联系电话：
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英经理 0531-88389779 13793186188
山东非凡拍卖有限公司

刘经理 0531-88952882 13405318195
山东宏博拍卖有限公司

张经理 0531-82602808 13964039910
山东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
刘经理 0531-67886867 18653126767
山东齐鲁中天拍卖有限公司

何经理 0531-86151277 18678789726
山东中立信拍卖有限公司

肖经理 0531-81666268 18906442875
山东恒生拍卖有限公司

胡经理 0531-88036689 15168885003
山东天乙拍卖有限公司

吕经理 0531-85827815 13806419530
监督电话：0531-89257206

山东佳联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 30 日

司法拍卖公告

为依法惩治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
恐怖信息犯罪活动， 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根据
刑法有关规定， 现对审理此类案件具
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编造恐怖信息， 传播或
者放任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

定， 应认定为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明知是他人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

意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依照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定， 应
认定为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第二条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
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 “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

（一） 致使机场、 车站、 码头、 商
场、 影剧院、 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
秩序混乱， 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

（二） 影响航空器、 列车、 船舶等
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

（三） 致使国家机关、 学校、 医院、
厂矿企业等单位的工作、 生产、 经营、
教学、 科研等活动中断的；

（四） 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区居民生
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五） 致使公安、武警、消防、卫生检
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

（六） 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第三条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
条之一的规定， 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范
围内酌情从重处罚：

（一） 致使航班备降或返航； 或者
致使列车、 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中
断运行的；

（二） 多次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的；

（三）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二十万元
以上的；

（四） 造成乡镇、 街道区域范围居
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五） 具有其他酌情从重处罚情节
的。

第四条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九十
一条之一的 “造成严重后果”， 处五年

以上有期徒刑：
（一） 造成三人以上轻伤或者一人

以上重伤的；
（二）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

以上的；
（三） 造成县级以上区域范围居民

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四） 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的；
（五） 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第五条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同时又构成
其他犯罪的， 择一重罪处罚。

第六条 本解释所称的 “虚假恐怖
信息”， 是指以发生爆炸威胁、 生化威
胁、 放射威胁、 劫持航空器威胁、 重大
灾情、 重大疫情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
事件为内容， 可能引起社会恐慌或者公
共安全危机的不真实信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已于 2013 年 9 月 16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1591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3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 9 月 18 日

本报北京 9月 29日讯 （记者
张先明）最高人民法院29日上午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开发布《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
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并公布了张琬奇编造虚假恐怖信
息案， 潘君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和熊
毅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等三起编造虚

假恐怖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
震慑犯罪， 同时帮助司法人员提高司
法能力，提醒人民群众保持警惕，及时
发现和避免伤害。

案例1：
张琬奇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一）简要案情
2007 年 3 月 23 日 19 时许 ,被告

人张琬奇因和前男友宫某某之间有

经济纠纷 ,到宫某某承包的北京大学
第二体育馆歌舞厅欲收取当日的营

业款。 遭到拒绝后 ,张琬奇使用手机
拨打 “110” 报警,谎称北京大学第二
体育馆内有炸弹 ,造成公安机关出动
多名警力赶赴现场进行排查 ,并疏散
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内群众 200 余
人。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 、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
裁定认为： 被告人张琬奇无视国法 ,
编造爆炸等恐怖信息 ,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 ,其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
息罪 。 鉴于张琬奇系限制责任能力
人 ， 且认罪态度较好 ， 可依法从轻
处罚 ， 判处被告人张琬奇有期徒刑
二年。

案例2：
潘君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一）简要案情
2010年11月30日13时30分许，被告

人潘君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赤沙南

约街边，使用手机拨打“110”报警电话，
编造在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区分局官洲

派出所内装了炸弹，会在15分钟后爆炸
的虚假恐怖信息，造成公安机关出动大
量警力对官洲派出所及周围进行排查。

（二）裁判结果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认
为： 被告人潘君编造爆炸威胁的虚假恐

怖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其行为已构
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 判处被告人潘
君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

案例3：
熊毅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一）简要案情
2012年8月30日22时许，被告人熊毅

得知债主将搭乘航班向其索债， 为阻止
或迟滞债主到达， 遂拨打深圳机场客服
投诉电话， 谎称当天从襄阳至深圳的深
圳航空公司ZH9706航班上有爆炸物，将
于飞机起飞后45分钟爆炸。 深圳航空公
司接到通报后，随即启动一级响应程序，
协调空管部门指挥ZH9706航班紧急备

降武汉天河机场。 紧急备降期间，导致
空中9个航班紧急避让，武汉天河机场地
面待命航班全部停止起飞并启动了二级

应急响应程序，调动消防、武警等多个部
门200余人到现场应急处置，深圳航空公
司为运送滞留在机场的乘客，临时增加2
个航班，给深圳航空公司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17万余元。

（二）裁判结果
湖北省襄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熊毅故意编造
虚假恐怖信息，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其
行为已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
被告人熊毅有期徒刑四年。判决宣告后，
被告人熊毅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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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公布三起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犯罪典型案例

全国各地近年陆续发生了一些编

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犯罪活
动。 最高人民法院 29 日对外公布了
审理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
事案件司法解释， 明确了编造、 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法律边界 ， 对
“谎称炸弹” 破坏公共秩序的犯罪行
为予以惩治。

“谎称炸弹” 处罚
不一责任过轻

去年 4 月， 上海浦东机场接到电
话 ， 一男子称在航班上装了定时炸
弹， 索要 100 万元人民币。 经过 5 小
时的排查 ， 在确认飞机上没有炸弹
后， 飞机才起飞。 该男子最终被法院
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两个月。
最高法院公布的统计显示 ， 仅

在今年 5 月 15 日至 18 日 4 天时间
内 ， 全国就连续发生 6 起编造虚假
爆炸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事件 ， 造
成 22 架次航班返航、 备降或延迟起
飞。

“这些犯罪活动， 有的为勒索钱
财， 有的出于无聊、 好奇或者为 ‘出
风头 ’， 还有的则是基于发泄私愤 、
报复社会等动机， 引起了不同程度的
社会恐慌， 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
的工作、 生产、 交通、 生活等秩序，

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危害。” 最高
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

我国刑法规定， 编造爆炸威胁、
生化威胁 、 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 ，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

传播 ，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 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者管制 ；
造成严重后果的 ， 处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斌指

出， 刑法中对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严重后果” 的认定标准没有作
出具体规定， 司法机关对编造、 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在

适用法律上理解也不一致， 导致执法
标准不统一， 难以发挥刑罚应有的惩
戒作用。 加上一般犯罪嫌疑人认罪态
度较好等因素 ， 实践中往往从轻处
罚， 震慑力不足。

鉴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最
高法院出台了这一解释。 “司法解释
的出台有利于准确有力地打击此类违

法犯罪， 维持社会秩序， 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 财产安全。” 最高法院刑三
庭副庭长吕广伦说。

“诈弹”致人员密集场
所秩序混乱可追刑责

司法解释界定了 “虚假恐怖信息”
的范围， 规定了何种情形可追究刑事责
任， 哪些情形可从重处罚等。 编造、 故
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入罪标准是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司法解释用列举
的方式明确了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
六种情形：

致使机场、 车站、 码头、 商场、 影
剧院、 运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混
乱， 或者采取紧急疏散措施的； 影响航
空器、 列车、 船舶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
正常运行的； 致使学校、 医院、 厂矿企
业、 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 生产、 经
营、 教学、 科研等活动中断的； 造成行
政村或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
致使公安、 武警、 消防、 卫生检疫等职
能部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的； 其他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

“一个案件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
件关键要看是否符合六种情形的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强调。

阮齐林解释说， 对编造、 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 只有达到严重扰
乱社会秩序程度的， 才能以犯罪论处。
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编造、 故意传播
虚假恐怖信息的行为， 但没有达到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严重程度， 就不能够以
犯罪论处， 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相关规定处理。

孙军工也指出： “如果行为人在编
造虚假恐怖信息后， 及时采取措施， 有
效防止了其编造的虚假恐怖信息被传

播， 没有扰乱社会秩序的， 不作为犯罪
处理。”

孙军工介绍，司法解释还规定了“致
使航班备降或返航；或者致使列车、船舶
等大型客运交通工具中断运行的”“多次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等从重
处罚的五种情形，以及造成“3 人以上轻
伤或者 1 人以上重伤”“妨碍国家重大活
动进行”等加重处罚的五种情形。

国庆假期将至莫把
“诈弹” 当儿戏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 机场、 车站、

商场等场所人员增多。 专家指出， 此时
出台司法解释不仅能够警示潜在的违法

分子， 也再次提醒公众增强法律意识，
莫把 “诈弹” 当儿戏。

“有的人出于各种目的谎称炸弹，
比如说无聊、 好玩、 报复心理等。 他也
许不清楚会造成何种社会危害， 也不知
道是否触犯法律， 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
法律意识。” 武汉大学刑法学教授莫洪
宪说， “公众也可以通过案例的学习，
认识到这种行为的严重性， 在生活中守
法、 信法， 在法律范围内约束自己的行
为。”

莫洪宪建议， 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普法教育， 加大司法解释宣传力度。
同时， 政府部门还应及时公开相关应对
信息， 这样有利于遏制虚假恐怖信息造
成的公众恐慌心理。

阮齐林提醒公众， 要做到不造谣、
不传谣， 在享有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要提高责任心， 不通过短信、 微信这
些点对点的方式给朋友发布一些虚假恐

怖信息， 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也不要将
这类信息转发到公共网络上引起不必要

的恐慌。
专家同时提醒，机场、车站等公共场

所莫有“狼来了”的心理，要“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认真对待恐怖信息。“因为
安全责任最重， 节假日期间更是要做到
一丝不苟、万无一失。 ”阮齐林说。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谎称炸弹” 罪当几何
新华社记者 陈 菲 杨维汉 王思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