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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个个巡巡视视组组99个个发发现现腐腐败败问问题题
各地均查出干部选任问题，相关线索已移交中纪委

10月底，天津、沈阳、福州等
18个城市将加入全国城市一卡通
互联互通平台，联网城市市民可
持本地公交 IC卡在其他联网城
市刷卡乘坐公共交通及进行其他
消费，并享受当地刷卡的优惠政
策。加上之前加入的17城市，全国
将共有 35个城市一卡通实现互
联，其中不包括济南。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IC卡应
用服务中心介绍，“全国城市一卡
通互联互通大平台”自2008年开
始筹备，2012年7月，上海等首批8

个城市加入，2013年4月南昌等9

个城市加入。据了解，统一的标准
体系和安全密钥系统是异地公交
IC卡互通的前提。目前，按住建部
标准进行建设并申请使用统一密
钥安全体系的城市已有160多个。

据央广新闻

据新华社杭州9月28日电
《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 (草
案)》日前提交浙江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草案首
次规定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案
制度，规定单笔借款金额300万元
以上、累计借款余额1000万元以
上的，应当备案。据介绍，该条例
如能顺利出台，将成为全国首部
地方性金融法规。

记者注意到，草案共 7章 49

条，分别为总则、民间融资服务、
民间借贷、定向债券融资和定向
集合资金、监督管理、法律责任、
附则。其中大额民间借贷强制备
案制度是核心之一。

新一轮中央巡视工作进入收
尾阶段，10个巡视组日前已全部
向巡视地反馈意见，各地均查出
干部选任问题，除水利部外，内蒙
古、江西、湖北、重庆、贵州、中国
进出口银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
公司、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出版集
团等9地发现腐败问题，问题线
索已移交中央纪委。

据了解，新一轮巡视工作突出
了4个重点：一是围绕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发现领导干
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
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
题；二是在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方
面，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
问题，紧紧盯住，防止反弹；三是着
力发现是否存在违反党的政治纪
律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选
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此次巡视，还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
有关事项进行了抽查。

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试行)》，巡视工作主要包括8项
程序。一是了解情况：巡视前，应当
向同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人事
等部门了解被巡视点党组织领导
班子等情况；二是制定方案：根据
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情况制定巡视
工作方案，并报巡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三是书面通知：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提前10个
工作日，将巡视工作安排书面通知
被巡视地区、单位；四是进驻通报：
巡视组进驻后，应向被巡视地区、
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通报巡视目的和任务；五是公布电
话：被巡视地区应通过当地媒体公
布巡视工作的监督范围、时间安排
及巡视组的联系方式；六是问题上
报：巡视期间，发现干部涉嫌严重
违纪违法等问题，应及时向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报告；七是巡视汇报：
巡视结束，应写巡视报告，将情况
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汇报，并且提
出处理建议；八是情况通报：经领
导小组同意后，巡视组应在15个
工作日内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
巡视的情况和问题，提出改进意
见。被巡视点应报送整改方案。

综合新华社北京 9 月 28 日
电、央视、中纪委网站消息

说“大V”被查

是“因言获罪”属误导

记者：最近关于整治网络
谣言的消息很多，能否介绍一
下有关情况？

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坚
决支持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网络
违法犯罪活动，支持依法打击
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行
为。

有一些人因为违法犯罪被
查处，也可能其在网上有较大
影响，有舆论避开其违法犯罪
行为，只强调他们是“大V”或
网络名人，甚至造谣说“因言获
罪”，这是误导。如“薛蛮子”，被
依法查处是因为嫖娼、聚众淫
乱，以及涉嫌其他违法犯罪行
为，和他的“大V”身份无关。

“谣言倒逼真相”

是为传谣找借口

记者：什么是网络谣言？怎

么区分故意造谣和无意传谣？
“谣言倒逼真相”是否有道理？

答：谣言是指故意捏造事
实，对社会、他人造成危害的虚
假信息。通常所称网络谣言是
指利用信息网络传播的谣言。
的确，有的网民出于无意传播
了谣言，需要加以区分，但故意
传谣的特征是明显的。有的已
经被证明是虚假信息，仍然被
反复传播、炒作；有的甚至在传
播中被加工、夸大，给他人或社
会造成严重危害。

“谣言倒逼真相”这个说法
实际是为传播谣言找借口。谣
言和真相是两码事，不能是非
不分。“谣言止于智者”，同样不
能成为容忍谣言的理由，因为
不能假定所有人都是“智者”而
允许谣言传播。

网上发言也是

要负责任的

记者：是不是造谣就要受
到刑事追究？

答：网上发言也是要负责
任的，这是常识。造谣诽谤，伤
害了他人或社会，当然要承担
责任，这是无可非议的。对于不
是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以批
评、教育为主。最高人民法院发
言人曾指出，即使检举、揭发的
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
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
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
的事实而在网上散布的，就不
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被转500次的对象

是特定诽谤信息

记者：“两高”出台相关司法
解释，有人说谣言信息转发达到
500次、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就可
被判刑，这样理解准确吗？

答：对于5000次、500次的
量化标准，有些媒体的解读是
有偏差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
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
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

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即可
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
成诽谤罪”。显然，根据这一规
定，被转发500次的对象是特定
的诽谤信息，而不是其他信息。

阻止传谣不及时

网站将被追责

记者：有一种说法，网站只
提供平台，不应对网络造谣诽
谤等违法行为承担责任，这样
说对不对？

答：当然不对。法律有明确
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
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
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
任。网站作为一个信息平台，应
通过完善信息安全保障机制，
减少谣言信息传播的几率并能
够及时阻止网络谣言信息的传
播。没有尽到责任的网站，也会
受到追究。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薛薛蛮蛮子子被被抓抓与与““大大VV””身身份份无无关关
国信办：被依法查处是因为其嫖娼、聚众淫乱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整治网络谣言，受到广泛关注。同时，社
会公众也对整治网络谣言中的一些问题表示关切，如“薛蛮子”被抓是否因为是“大V”？“转发
谣言信息500次”以上是否判刑？网站在治理网络谣言中应承担什么责任？

动向

下月底35城市

公交一卡通互联

温州拟对大额

民间借贷强制备案

第九巡视组

中国进出口银行

有的贷款发放
不规范，存在廉政风
险，有利用信贷权牟
取私利的情形。选人
用人方面，制度和程
序不够规范。

第十巡视组

中国人民大学

惩防体系建设特
别是领导干部薪酬管
理、自主招生等方面
存在薄弱环节；公款
吃喝、送礼现象依然
存在。一段时间里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贯彻不够到位。

第一巡视组

中储粮总公司

基层腐败案件
高发多发；安全生产
管理存在较多隐患，
虚报库存、掺杂使假
等问题时有发生。选
拔任用干部方面，执
行制度不力，程序不
够规范。

第七巡视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有的单位买卖
或者变相买卖书号、
与民营企业等单位
违规合作。选人用人
制度不够健全，对所
属单位领导班子配
备不够及时。

第二巡视组

湖北省

个别领导干部
以权谋私，一些基层
单位和农村干部的
腐败问题呈上升趋
势；个别地方和部门
违规突击提拔干部。

第五巡视组

重庆市

对“一把”手管理
监督不到位，个别领
导干部信念动摇、思
想滑坡、道德失范，

“苍蝇”式腐败问题比
较突出。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不规范。

第六巡视组

贵州省

少数领导干部
搞权钱交易；工程建
设、矿产开发、土地
出让等领域腐败案
件易发多发。对个别
领导干部的考察不
够深入。

第八巡视组

江西省

有的领导干部及
其亲属存在插手工程
建设项目、牟取私利、
节假日收送红包礼金
等问题；个别干部“带
病提拔重用”。

第四巡视组

内蒙古自治区

矿产资源配置、
工程招投标等领域
腐败问题比较突出；
一些领导干部在年
节、婚庆中有送收红
包、礼金等问题。一
些地方和单位超职
数配备领导干部、违
规设立非领导职务。

第三巡视组

水利部

文风会风还
需进一步改进。在
执行民主集中制
和干部选拔任用
方面，干部交流不
够，管理工作还不
够规范。

浙江三试点城市

全国首发4G手机

据新华社杭州9月28日电
工信部在批准4G牌照之前，发放
了国内首批4G手机入网许可。28

日，杭州、宁波、温州三地移动公
司实现4G手机全国首发。

据了解，目前移动4G手机最
高下载速度超过80M bps，达到
主流 3G 网络网速的十多倍。比
如，下载一部2G大小的电影，只
需要几分钟。

此前，工信部部长苗圩曾表态，
4G牌照将在今年年底正式发放。

上海自贸区

今日正式挂牌

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
区 9 月 2 9 日上午将正式挂牌，
14：30将召开情况说明会。商务
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相关部
门负责人、上海自贸区管委会
负 责 人 将 介 绍 自 贸 区 有 关 情
况。

据央广经济之声报道，上海
自贸区的成立对于中国经济来说
是一块新的试验田，而对于很多
公司来说这方土地上诞生的是新
的挑战和机遇，将是众多公司竞
相追逐的目标。28日，工行、建行、
浦发银行和上海银行等都发布消
息，这几家银行的上海自贸区分
行获批成立，所以28日对于这几
家银行来说，也可以称为一个新
的分界点。

据央视、央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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