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12月30日从国家网信
办获悉，国家网信办、工信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
合制定《App违法违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为
认定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行为提供参考， 为App
运营者自查自纠和网民社会监
督提供指引。

认定方法对“未公开收集
使用规则”“未明示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目的、 方式和范围”
“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
信息”“违反必要原则， 收集与
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
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
信息”“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
或更正个人信息功能”或“未公
布投诉、举报方式等信息”等方
面的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明确。

其中，“未明示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的行
为包括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
的、方式、范围发生变化时，未以
适当方式通知用户， 适当方式包
括更新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
并提醒用户阅读等； 在申请打开
可收集个人信息的权限， 或申请
收集用户身份证号、银行账号、行
踪轨迹等个人敏感信息时， 未同
步告知用户其目的， 或者目的不
明确、难以理解等。

此外，存在用户明确表示不同
意后，仍收集个人信息或打开可收
集个人信息的权限，或频繁征求用
户同意、干扰用户正常使用；实际
收集的个人信息或打开的可收集
个人信息权限超出用户授权范围；
以默认选择同意隐私政策等非明
示方式征求用户同意等行为的，将
认定为“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
人信息”。 ■据新华社

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
这些行为都属违法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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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在市州和省直行业系统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述职评议会议上强调

把基层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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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曝
光。这5起典型问题是：四川省甘孜
州雅江县恶古乡党委原书记张建红
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上海市奉贤区
城市网格化综合管理中心原党组成
员、 副主任陆张磊违规接受管理和
服务对象旅游安排和收受礼品问
题。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粮食收储
公司原经理、党总支副书记高明华，
党总支原书记许路生等人违规组织
公款吃喝等问题。 湖北省荆州市公
安县融媒体中心党组成员陈坤公车
私用问题。 海南省琼中县公安局营
根派出所原所长王贵斌违规发放津
补贴等问题。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上
述5起问题都发生在节日期间，有的
在节日值班期间严重失职失责，有
的违规用公款大吃大喝， 有的违规
收受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 有的违
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宴请、 旅游
安排， 反映出有的党员领导干部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思想自觉尚
未形成，仍然心存侥幸、放松要求，违
反党规党纪，侵害群众利益，必须予
以严肃处理。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
引以为戒，时刻自警自省自重，守住
行为底线。

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强调，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纠治“四风”一刻
都不能放松。年节假期往往也是“四
风”问题易发高发期，必须深化认识、
提高警惕，坚决遏制“节日腐败”。

“廉不廉看过年， 洁不洁看过
节”，2020年元旦、春节将至，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要扭住不放、寸步不让，
常敲“警钟”，持续净化节日风气，让
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正风肃纪
成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
坚强作风保证。 ■据新华社

12月14日至15日，湖南省
第五次地方立法理论研讨会暨
湖南省立法研究会第五次年会
在长沙召开。 怀化沅陵籍法律
维权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黄开
堂博士撰写的论文《我国行政
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序研究》获
湖南省第五次地方立法理论研
讨会征文一等奖。

黄开堂从事法律工作20

多年，近年来,他撰写的论文《推
进湖南依法治省的思路与对策》、
《习近平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建设
思想探析》、《“四个全面”战略方法
论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
保障》 先后荣获省级和国家级奖
项。 其代理的部分案件也已成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和典型
判例， 有些案例成为大学教授的
研究课题。 ■记者 黄海文

湖南省第五次地方立法理论研讨会
征文评选结果揭晓

中央纪委曝光五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提高警惕，坚决遏制“节日腐败”

本报12月30日讯 今天，
省委召开市州和省直行业系
统党 (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
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述职评议会议。省委书记
杜家毫现场点评，他强调，全
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贯彻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
组织路线， 全面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 努力把基层
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
力， 持续推动意识形态领域
向上向好， 为全省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提供坚强保证。 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
议。省领导傅奎、黄兰香、王
少峰、胡衡华、谢建辉、张剑
飞、张宏森、李殿勋、姚来英
等出席， 中央组织部相关部
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作点
评。

会上，14位市州委书记
和省直机关工委、 省委教育
工委、 省国资委党委、 省委
“两新”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分
别述职。 杜家毫认真倾听并
逐一点评， 充分肯定一年来
全省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工
作取得的成效， 指出各地存
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 要求
大家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第
一责任人责任， 用好述职评
议考核这个有效抓手、 工作
责任制这个硬约束， 着力推
动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
落地落实、见行见效。

杜家毫强调， 要以更高
站位落实落细“两个维护”各
项制度要求， 结合巩固主题
教育成果， 持续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着力完善推动
党中央重大决策落实机制，
严格执行重大事项、 重要问
题、 重要工作由党组织讨论
决定制度， 切实把党的全面
领导落实到基层， 坚决防止

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
化，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
行禁止。 要以更强担当服务
大局保障大局，以“全面小康
决胜年”为抓手，推动基层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有机融
合， 持续深入落实基层减负
各项措施， 坚决反对和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让基层
干部轻装上阵抓工作、 一心
一意谋发展，努力实现“一脱
贫三促进六覆盖”目标任务，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以
更实举措推动基层党建任务
落实， 着力破解基层建设中
权责不匹配、晋升通道不畅、
待遇保障偏低、人才匮乏、负
担过重、 村党组织书记和主
任“一肩挑” 比例偏低等问
题，扎实推进党支部“五化”
建设， 大力实施村党组织带
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进
一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着
力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
和组织力。 要以更大力度提
升基层治理效能， 完善全面
从严治党责任制度， 巩固县
市区党政正职政治建设专项
考察并用好考察成果， 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
度， 持续深化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依法加强对农村宗教
活动的管理和引导， 继续推
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 促进
基层社会和谐稳定。

杜家毫强调， 要以更严
要求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
风险， 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 风险隐患防控和各类阵
地管理， 切实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主动权、 管理权、 话语
权。 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
要负责同志要强化斗争精
神，增强斗争本领，掌握斗争
艺术， 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
各种错误观点，敢于亮剑、敢
抓敢管， 确保全省意识形态
领域风清气正、健康向上。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12月30日讯今天，
十二届省政协第八次常委会
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决定，省
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于2020
年1月12日至16日在长沙召
开。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会议。

会上，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谢建辉通报了关于“实
施动力变革促进我省高质
量发展” 和“我省健康扶贫
政策的落实” 两个建议案的
办理落实情况。 省政协副主
席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
胡旭晟 、彭国甫 、贺安杰 、
张健、易鹏飞、张灼华，秘书
长卿渐伟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审议通
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议程、 日程，
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审议
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二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 湖南省政协2020年度协
商与监督工作计划；审议了省
政协办公厅、 各专门委员会、
研究室关于2019年工作情况
和2020年工作计划的汇报；
审议了省政协2019年出访报
告。会议还协商通过了有关人
事事项。 ■记者 陈昂昂

十二届省政协第三次会议
于明年1月12日至16日在长沙召开

12月 30日 ，
G2505次列车停
靠京张高铁张家
口站。当天，我国
首条智能化高速
铁路及2022年冬
奥会“门户工程”
张家口高铁车站
正式通车运营。它
标志着中国首条
“智能化” 高速铁
路的建设进入到
一个新的阶段，这
条百年铁路又将
承载起新的历史
使命。 新华社 图

京张高铁
通车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