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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晚8点37分，上海市黄浦区人民
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上海黄浦对该情况进行
通报：

已经约谈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
及万豪国际集团大中华区负责人，要求万豪国
际酒店立即撤下所涉内容，同时对网站和APP
上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全面检查，杜绝出现类
似内容；

要求万豪国际酒店及时回应公众关切，通
过多种渠道发布改正声明，尽最大努力消除不
良影响。

经初步调查，万豪国际酒店的行为，涉嫌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黄浦区市场监管
局已对其予以立案调查。

该事件引起了国家旅游局的高度重视。
11日下午，国家旅游局网站发文表示：

高度重视万豪酒店集团将西藏和港澳台

地区列为“国家”事件，立即责成上海市旅游局
尽快查明事实，配合相关部门做出处理。

国家旅游局重申，旅游住宿业是旅游业的
核心要素，旅游住宿业形象关系着我国旅游业
的整体形象。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网
站和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排查，严格遵守我
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现上述类似事件。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
日常监管，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对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万豪国际集团创建于1927年，总部位于
美国华盛顿，是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拥有
21个著名酒店品牌，在全球经营的酒店超过
4000 家。其于 1997 年进入中国酒店业市
场，目前旗下的丽思卡尔顿酒店、JW万豪酒
店、万豪酒店、万丽酒店、万怡酒店、万豪行政
公寓等共6个酒店品牌在中国经营的酒店超
过70家。

你伤害了全中国人民的感情
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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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批“没诚意”：
万豪迟到的道歉，
网民为何“不买账”？

对万豪的做法，不少网民纷
纷表达愤慨之情，“以后再也不
住了”“本来年后要去万豪酒店
入职的，不去了”“会和身边所有
朋友一起抵制”。对于四次声
明，不少网民也认为“没诚意”

“不买账”，“小号道歉，监管部门
通报后，大号才转发，差评”，“第
一则道歉声明中，仅仅是在向会
员道歉”。

万豪礼赏会员部客服中心
一位主管告诉记者，这“肯定是
错误”。公司正在排查“出错原
因”，目前还没有接到更新信
息。这位主管透露，万豪内部有
专职团队定期向特定级别的会
员发送问卷调查。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
春彦说，万豪酒店的行为，不管
出自故意还是过失，都是违反
了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任
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
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
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
全，不得利用网络从事危害国
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
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传播暴
力、淫秽色情信息，编造、传播
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
秩序，以及侵害他人名誉、隐
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
等活动。

近日，网曝万豪国际集团在中文版会员邮件和APP注册页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引
发广泛关注。1月10日，上海市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万豪国际酒店予以立案调查。

1月11日，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针对“万豪会员邮件事件”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
负责人和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责令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APP自行关闭一周。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指出，万豪国际集团在中文版会员邮件和APP注册页面将港澳
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上海市网信办责令万豪国际集团从11日18时起对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APP自行关闭一
周，开展全面自查整改，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置情况。
上海市网信办将视整改情况再作进一步处理。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表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即落实各项整改要求，以
诚恳的态度回应社会舆论和网民关切。

1月9日下午，万豪国际
集团官方微博@万豪礼赏对
此事做出回应，向“中国会
员”致歉：

我们意识到，这一错误
令万豪中国会员感到失望。

目前，我们暂停所有问
卷，并第一时间修改调查选
项。对此所引起的不便，我
们致以深深的歉意。

1月10日上午，万豪国
际集团官方微博@万豪礼
赏 再次回应，发布万豪国际集团媒体声明：

对于万豪礼赏会员调查问卷的错误，我们
深表歉意。在发现错误后，所有问卷调查已经
被立即终止。

我们已采取措施确保类似错误不再发
生。万豪国际集团在此重申我们尊重中国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一贯立场。

1月10日晚间，万豪第三次发声明称：
万豪国际集团已对集团的网站和APP内

容进行自检，并立即采取措施，尽最大努力以
确保官网以及APP上对于国家和地区划分以
及表述的准确性。

目前，万豪国际中文、英文官网已更新修
正，APP也于2018年1月9日更新完成。由于
APP本身并无自动更新的功能，烦请消费者将
APP版本更新至V.6.9.2最新版。

我们将继续检查并优化网站和APP的内
容。万豪国际集团目前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
门的调查。我们再次真诚道歉，并感谢宾客以
及网友的反馈。

11日下午，万豪再发微博致歉：
万豪国际集团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

整。我们绝不支持任何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任何分裂组织。我们对任何可能引起
对以上立场误解的行为深刻道歉。

网友
爆料 万豪的做法“特别恶劣”

未解释为何有这样的行为万豪
回应

对万豪国际酒店立案调查初步
调查

/专家声音/
传播煽动分裂中国的信息
万豪的行为非常严重、恶劣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
长左晓栋对媒体表示，万豪酒店
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的
行为，明显是在传播煽动分裂中
国的信息，是非常严重、恶劣的
行为。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吴海律师认为，香港、
澳门、台湾和西藏都是我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豪以邮件
方式联系客户，其实是通过互联
网发送广告的行为。邮件中将
上述四个地区列为“国家”，直接
违反了网络安全法和广告法的
规定。

吴海表示，根据广告法第五
十七条规定，万豪面临最高100
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审查机关
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
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

不少网民表示，处罚只是一
部分，将用脚投票，未来不再入
住万豪和其旗下的相关酒店；有
旅行社的导游在微博表示，已经
调整下一期的旅行行程，取消了
万豪系酒店。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
人表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
重性，将立即落实各项整改要
求，以诚恳的态度回应社会舆论
和网民关切。

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
春彦认为，监管部门应针对相关
网站行为进行全面彻查，对其中
违法的部分予以严厉处罚。

网友声音：
国家主权面前，
容不得“两面人”

@“仲举扫地”：已经取消了
随后的万豪预定，后续都改订其
他酒店集团下属的酒店。钱在
我手，住哪不是住？

@米苏粟米：国家主权面
前，容不得“两面人！

@ 大猫是白龙：建议各旅游
APP赶紧把万豪的酒店和项目都
下架吧，看着闹心。

北航通报研究生导师
陈小武被举报：

有性骚扰学生行为
取消其教师资格
1月 11日晚，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官方微博就教师陈小武被举报一
事发布调查处理通报。

通报表示，对近期关于我校教
师陈小武的实名举报和媒体的有关
反映，学校本着高度负责、实事求是
的态度，认真细致地开展了调查核
实工作。现已查明，陈小武存在对
学生的性骚扰行为。

陈小武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教师
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造成了恶
劣的社会影响。根据国家和学校相
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撤销陈小武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取消其研
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取
消其教师资格。

据公开资料显示，陈小武被撤
职前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
师、长江学者。

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官方微博

外交部：
敦促日方停止

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日本海

上自卫队2艘舰艇11日上午先后进
入赤尾屿东北侧毗连区活动，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在钓鱼岛
问题上制造事端，以实际行动为两
国关系改善发展作出努力。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今天说有
一艘不明国籍潜艇进入钓鱼岛12海
里毗连区，中国军舰很有可能进入
了同一区域，日方已就此提出抗
议。请证实。

陆慷说，根据中方掌握情况，今
天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2艘舰艇先
后进入赤尾屿东北侧毗连区活动，
中国海军对日方活动实施了全程跟
踪监控。目前，日方舰艇已离开了
有关毗连区。

“我必须再次强调，钓鱼岛及其
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
钓鱼岛的主权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
理依据。”他说，日方有关做法丝毫
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
实，也丝毫动摇不了中方维护钓鱼
岛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

陆慷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
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按照双
方2014年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精
神，与中方相向而行，以实际行动为
两国关系改善发展作出努力。

广东一教师“点”家长微信
红包被通报批评

网民为何为她
“鸣不平”？

去年春节期间，广东省连州市
一位小学语文教师、班主任点了一
个家长发的微信红包，当即回赠红
包、家长却不收，而这位老师又未及
时向学校报告，近日，“事发”而被通
报批评。

记者向连州市相关部门了解情
况获知，广东连州市连州镇第五小
学教师张某某在担任该校一年级
（3）班班主任期间，于2017年 1月
28日（农历正月初一）点击领取了该
班学生家长的88.88元微信红包，并
马上向该学生家长回赠了90.00元
的微信红包，但学生家长没有点击
领取。后来，张老师没有归还此红
包，也没有向学校汇报并上交。

对此，当地教育部门做出处理：
张某某身为人民教师，违反廉洁纪
律，其行为已构成违纪。鉴于张某
某收受学生家长的微信红包后，能
马上回赠超过学生家长所给金额的
红包，在主观上没有贪心占有的故
意，经局务会议研究，决定对张某某
同志免于纪律处分，给予诫勉，并在
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责令张某
某于2018年 1月12日前向教育局
提交书面检查，所收受的红包交由
组织处理。

经了解，该学生家长之前要求
老师给孩子往前调座位，老师因孩
子个头高，坐在前面会挡住其他学
生视线而没有答应，家长对此不太
满意。过年时，张老师收到家长发
的微信红包，就点开了，然后立即又
回赠了一个红包。可是家长不接收
老师回赠的红包，反而把老师收红
包的截图发到网上，同时也到当地
教育局实名举报。

此事迅速在网上形成热议。虽
然收红包违反了教师的职业道德，
但是网民却为这个教师“喊冤”“鸣
不平”，认为这是家长在给老师“挖
坑”，“钓鱼”举报，对该老师表示同
情。有网民说：收红包不对，难道诬
陷就有理了？不讲理的家长该怎么
处理？还有网民质疑教育局的处罚
不当。

教育部门对此回应说，按照纪
检监察条例，根据实名举报有案必
查的原则，他们对该事件进行了查
核。本着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树立
良好师德师风的理念，他们对该教
师做出了诫勉处理的决定。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
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中
的“十条红线”，其中第七条为“索要
或者违反规定收受家长、学生财
物”，该老师虽然没有主观故意，但
这一行为确实“踩”到了红线。

据新华社

万豪国际集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严重违反中国有关法律法规

万豪酒店。

万豪官方微博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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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上午，网友@仲举扫地在其微博发文
爆料称，不少万豪酒店集团的中国会员收到一
封集团方面发来的电子邮件，邀请他们参加问
卷调查。然而在填写注册信息的活动页面，

“您现在居住在哪个国家？”的选项中，分别出
现“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
藏”并列的情况，令人十分愤慨。网友@仲举扫
地将这一情况发到网上并怒斥万豪的做法。
此事随即引起网友的愤慨和热议，认为万豪将

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并列为“国家”的做法“特别
恶劣”，必须予以严惩。

网友@仲举扫地表示，以前曾注意到万豪官
方网站上出现过类似“问题”，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投诉万豪，万豪不但不改，反而越来越过分。

自该事件发生后，万豪国际集团官方微博
@万豪礼赏先后多次在微博作出回应，但并未
对为何将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单独列为“国家”
作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