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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检查报告提出通过专门立法，明确网络运营者收集用户信息的原则、程序

定法律依据避免实名登记事项过滥
12月25日， 正在举行的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网络安全
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
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实施情况
的报告。报告建议，认真研究用
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 坚决
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 实名
登记事项过滥问题。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
形势依然严峻
报告指出， 我国加强个人
信息保护，全面落实网络接入、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实名制办
理要求， 凡用户不提供真实信
息的， 运营者不再为其提供相
关服务。 针对侵犯用户个人信
息犯罪高发态势， 公安部部署
开展专项打击行动， 统筹协调
打击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2014年至
2017年9月，全国法院共审理利
用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案件1529件， 取得了较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检查发现，有的互联网公
司和公共服务部门存储了大量
公民个人信息， 但安防技术严
重滞后， 容易被不法分子窃取
和盗用。当前在一些地方，利用
网络非法采集、窃取、贩卖和利

连线

用用户信息已形成黑色产业
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胜俊向常委会作报告时表
示， 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形
势依然严峻。

实名登记制度
应当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执法检查组委托调查机构
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一
法一决定”关于用户个人信息保
护的多项制度落实得并不理想，
许多受访者反映，当前免费应用
程序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
息、侵犯个人隐私问题，但几乎
没有受到任何监管和依法惩处。
对此，报告提出，加快个人
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 通过专
门立法， 明确网络运营者收集
用户信息的原则、程序，明确其
对收集到的信息的保密和保护
义务，不当使用、保护不力应当
承担的责任， 以及监督检查和
评估措施。
同时，报告指出，要认真研
究用户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
坚决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
实名登记事项过滥问题。 各地
区各单位对某一事项实施实名
登记制度， 应当有明确的法律
依据。改进实名信息采集方式，
减少实名信息采集的内容。
■据新华社

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拟设上限
防止出现“编外法官”

一些法院固定指派少数人
民陪审员长期参加陪审， 形成
“编外法官”“驻庭陪审员”。针
对此， 正在举行的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的人民陪审员法草案规定人
民法院应当结合本辖区实际情
况， 合理确定每名人民陪审员
年度参与审判案件的数量上
限，并向社会公告。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介
绍，设立参审案件数上限，是为
了有效防止“驻庭陪审员”“编

外法官”的出现。
草案还规定人民陪审员任
期为五年， 任期届满后职务自
动免除，一般不得连任。此规定
旨在让更多公民有可能参与到
审判活动中。
周强表示， 人民陪审员的
选任应当注意吸收普通群众，
兼顾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结构比
例，注意吸收社会不同行业、职
业、年龄、民族、性别的人员，实
现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
■据新华社
性。

省过路费啦！
明年扩大高速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
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实现多点突破，
2017年实现降低物流成本880
多亿元。 这是记者25日从交通
运输部工作会议上获悉的。
据介绍，2017年，政府还贷
二级公路收费基本取消，实施公
路绿色通道、差异化收费等多项
举措，实现降低物流成本880多
亿元。西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高
铁网，国家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
和内河高等级航道建设进一步
加快，
“
沪兰空中大通道” 贯通，
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补齐。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
说，明年持续深化交通运输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要进一步降物流
成本。推动长距离大宗货物运输

向铁路、水路转移，推进江海直
达运输；严格落实货车年检年审
合并工作、营业性货车二级维护
强制检测取消工作，推进道路普
通货运车辆省域内异地检验检
测；稳步扩大高速公路分时段差
异化收费试点，严格执行鲜活农
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
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
费， 是将价格杠杆理论运用于
高速公路管理， 即高峰时段收
费标准高， 低峰时段收费标准
低。例如对于货车而言，晚上上
路的多， 很多货车为了避开高
速收费而走国道。 如果降低收
费标准， 可以吸引货车走高速
公路，减少对国道的压力。
■综合新华社

“死亡”公交车
冲入地下通道
12月25日，在俄罗斯莫斯科，人们聚集在冲入地下通道的公交车附近。莫斯科一辆公交车25日冲入地下人行
通道，造成5人死亡，数人受伤。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这辆公交车进站停稳后突然启动，冲入车右侧的地下通道，事
发前公交车并未受到其他车辆或行人干扰。
新华社 图

美军售越过俄红线
两强乌克兰再交锋
2017年底， 俄美两个
大国再次在乌克兰问题上
角力。22日，美国宣布向乌
克兰提供军事装备， 增强
其防御能力。仅一天后，俄
罗斯回应称， 美国直接向
乌克兰出售杀伤性武器已
经“越过红线”，俄 方 不会
无动于衷。
有迹象显示， 美国的
举动触动了俄罗斯的敏感
神经， 双方交锋有升级的
可能， 由此可能导致乌东
部地区重燃战火。
据美国媒体报道，总
统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批
准向乌克兰出售价值约
4150万美元的M107A1远
程狙击步枪及相关装备。
值得关注的是，据英国
《金融时报》25日报道，此次

军售包括乌克兰政府一直希
望获取的“轻标枪”反坦克导
弹。此前，奥巴马政府曾拒绝
乌克兰关于获取此类武器的
请求，担心大量武器流入乌克
兰会加剧地区冲突，增加美俄
之间直接冲突的风险。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公告
说， 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的举动由此前秘密的企业层
面上升至公开的国家层面，
已“越过红线”，俄方对此不
会无动于衷。
随着今年美国与俄罗斯
在就叙利亚问题的博弈中落
于下风， 前者随即加大了对
乌克兰问题的介入力度。俄
主流媒体将此解读为美国在
乌克兰问题中的角色转变，
即从“背后搅局者”变成“冲
突参与方”。
■据新华社

禽流感再度来袭
韩国紧急扑杀20万只家禽
韩国农业部门官员24
日说， 因禽流感病毒再度
来袭，为防止疫情扩散，政
府部门紧急扑杀了20.1万
只家禽。
韩国上月再度发现禽
流感疫情后， 不少人担忧
疫情会蔓延至全国。 为了
防止疫情扩散， 农林水产
食品部长官金瑛录下达禁
令， 要求各大市场停止销
售14周龄以下的幼雏。
此外，农林水产食品部
还成立16个检查组，监督检
查禁令执行情况。 同时，农
林水产食品部还要求韩国
全国300多处家禽交易点

增加歇业和消毒次数。
去年11月， 韩国曾遭禽
流感肆虐， 扑杀超过3200万
只家禽， 占全国家禽总量的
近五分之一。 由于其中多数
是能够产蛋的母鸡， 导致下
蛋母鸡数量锐减。
今年春节期间， 韩国曾
陷入“鸡蛋荒”，鸡蛋一度摇
身变为“金蛋”，价格飞涨。韩
国随后从美国、西班牙、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进口鸡蛋，一
定程度稳定了价格。 但由于
美国和西班牙也暴发疫情，
韩国随后决定暂停从上述国
家进口鸡蛋。
■据新华社

要快读

日欲引进F-35B战机
驱逐舰真要变航母？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4日透露，
防卫省有意引进具备短距起飞和垂
直降落性能的最新型战机F-35B，
今后将搭载在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
驱逐舰上。
共同社报道， 安倍晋三政府已
经开始讨论引进事宜， 现在有两套
方案。一种方案是，把已经决定引进
的42架F-35A战机中的一部分替
换为F-35B战机；另一种方案是，额
外购买一批F-35B战机。
共同社报道， 一旦驱逐舰上搭
载F-35B战机， 驱逐舰将被视为等
同于航母。 日本现行宪法禁止日本
保有攻击型航母， 这一主张在历届
政府得到延续。共同社说，引进计划
或被视为与日本一贯坚持的“专守
防卫”政策相抵触，招致周边国家不
满。
■据新华社

微波炉
可用来回收白金
日本研究人员开发出用家用微
波炉从报废汽车催化转化器中回收
包括铂元素在内的铂族金属的技
术，显著降低了回收成本和时间。
催化转化器是汽车排气系统的
一部分，使用铂、钯、铑等铂族金属
作为催化剂，其中的铂俗称白金。
据山形大学化学专家远藤昌敏
领导的研究小组介绍， 把催化转化
器分割成小块， 在上面涂满强酸溶
剂，再放入微波炉加热，在加热过程
中，铂族金属会熔解在溶剂中，溶剂
挥发后，就可得到粉末状金属。他们
说， 这一回收过程用时不到10分
钟，而传统回收过程需要20小时以
上。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