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文深等参加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增强意识树防线 维护安全筑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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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玲瑜）4 月
15 日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我市举办国家安全宣传教
育活动，旨在进一步提高我市
党政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反奸防谍
意识和法治意识。市委书记张
文深，市领导曾垂瑞、景劲松、
张富治、刘树华、张明体参加
活动。

当日上午 9 时，张文深一
行来到七一路市委门前，道路
两侧整齐地摆放着内容丰富
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展板，张
文深认真观看展板并聆听讲
解。本次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以
《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情
报法》《反恐怖法》《境外非政
府组织管理法》《军事设施保
护法》为主要内容，通过图片

展示、法制宣讲、发放资料等
形式，在活动现场开展灵活多
样的宣传， 普及相关法律法
规。本次活动从总体国家安全
观、法律条文、典型案例、防范
措施等四个部分，分层次展示
了国家安全呈现出的总体性、
全局性和复杂性等基本特征。

大家一致表示，国家安全
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
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
本利益所在。要学习好领会好
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
安全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 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切实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
能力，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人
民防线，全力做好维护国家安
全各项工作，共同铸造捍卫国
家安全的钢铁长城。 ②7

市第三十一小学倡导全校学生

珍惜幸福生活
关注国家安全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通
讯员 张良军）4 月 15 日，南
阳市第三十一小学举行以

“珍惜幸福生活 关注国家安
全” 为主题的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活动。 通过主题教育、
快板书演出、观看宣传展板，
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
情， 形成共建美好家园的良
好氛围。

在 庄 严 的 升 国 旗 仪 式
后， 该校相关负责人为师生
们作了“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主题宣讲。 他从全民国家
安全教育日的由来、 什么是
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包括哪
些方面、 什么是 12339 等方

面阐述了国民在国家安全中
应当担负的责任和义务 ，倡
导师生们自觉抵制危害国家
安全的言论、行为，争当保护
国家安全的小卫士， 为铸造
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贡献力
量。 同时，孩子们还把安全知
识编成快板书演出， 获得了
阵阵掌声。 在安全教育宣传
展板前， 孩子们边观看边讨
论， 了解与生活息息相关的
安全知识。

此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增强
了该校广大师生的安全防范
意识和对国家安全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②7

市公安机关举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国家安全，你我共同来维护

制作散发法轮功反宣品被判刑
2015 年 12 月 5 日，梅溪

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法轮功
人员姚某从事制作散发法轮
功反宣品活动。

梅溪派出所立即组织警
力，前往八一路某家属院姚某
家中，当场抓获 5 名法轮功人
员，并从其家中查扣法轮功书
籍 12 种 162 册、 光盘 47 张、
宣传单页 3200 张、 台历 214
个、挂历单页 302 张、护身符
797 个、 法轮功标语 107 张、
藏字石宣传单页 68 张、 宣传
书签 312 个、法轮功电子日历

1 台、打印机 2 台、笔记本电
脑 2 台、切纸机 2 台、切割机
1 台、过塑机 1 台、空光盘 120
个、台历制钉机 1 台、台式电
脑 1 台、 宣传播放机 4 台、老
年机 2 台，电脑中涉及法轮功
的音频文件 380 个、视频文件
235 个、文本文件 817 个。

经查， 犯罪嫌疑人姚某、
梁某夫妇二人自 2011 年 7 月
份以来， 在工贸大厦购置电
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在
其家中建立法轮功反宣品制
作窝点，制作法轮功反宣品并

向外传播。同时，姚某、梁某二
人自 2014 年初开始， 每周六
组织法轮功人员陈某等人，在
其家中练功聚会。

2016 年 12 月 12 日，卧
龙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
之规定，判决姚某、梁某、陈某
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
家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
四年六个月，并各处罚金人民
币 5000 元； 陈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 2000 元。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特约记者 王龙）4 月 15 日，市公安机关在解放广场举行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教育活动， 记者在活动中采访到 3 起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 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案
例，提醒广大群众坚决不做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同时，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及时报告国家安全机
关或公安机关处理。

利用伪基站发送反宣短信被判三年
2016 年 4 月 26 日，法轮

功人员常某携带短信群发伪
基站设备， 在车站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附近发送法轮功反
宣短信， 被卧龙岗派出所巡
逻民警当场查获。

经查，常某系卧龙区人，

从 2016 年 4 月 24 日至 26
日，利用伪基站设备，共向手
机发送反宣短信 107702 条。

2016 年 12 月 27 日，法
轮功人员常某因涉嫌利用邪
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
卧龙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2017 年 4 月 5 日，
因主动揭发他人犯罪， 具有
立功表现， 被市中级人民法
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三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被判三年
2016 年 8 月 12 日，新野

县一网民在 QQ 空间内传播
“全能神”邪教信息。 经查，发
现该 QQ 号使用人为蔡某，其
平时在家照顾孩子，闲时常往
附近其他村里跑，行踪诡秘。

同年 11 月 20 日上午，民
警将正准备外出的蔡某抓获
归案，从其家中搜查出一系列
全能神邪教宣传品。

经讯问，蔡某对自己利用
QQ 群和 QQ 空间上传、 下载

“全能神” 邪教有害信息供认
不讳。 蔡某原籍方城县，2006
年与前夫离婚，后与现任丈夫
冯某结婚，蔡某在方城县时参
加“全能神”邪教组织，与冯某
结婚后继续从事“全能神”邪
教活动。 2013 年因外出打工，
与“全能神”邪教组织失去联
系，被“全能神”邪教组织开
除。 2014 年至今，蔡某在 QQ
中与邪教人员取得联系，经常
利用 QQ 群和 QQ 空间上传

“全能神”邪教组织有害信息，
蔡某的 QQ 空间不设权限，供
所有人观看，蔡某经常向他人
传播“全能神”邪教组织思想，
积极发展邪教成员。

2016 年 11 月 20 日，蔡
某被刑事拘留，12 月 19 日因
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被提请逮捕。 2017 年
4 月，蔡某被新野县人民法院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 ②7

学生们在认真观看宣传安全栏

安全知识讲解现场 高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