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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去去年年查查处处涉涉网网违违法法7766人人
在涉网违法犯罪中，以利用网络散布谣言、侮辱诽谤、敲诈勒索最为常见

受到网络谣言侵害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烟台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
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
互联网的立法基本形成了专门立
法和补充立法相结合，涵盖不同
法律层级、覆盖互联网主要领域
和主要环节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体
系。

据了解，我国先后针对互联
网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
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等3部
法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
例》等7部行政法规、《互联网安全
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等20多部部
门规章，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
信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等7部刑事司法解释。同时，在《刑
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原有法
律规范中修订补充了适用于网络
的有关立法内容。

民警介绍，利用网络散布谣
言、侮辱诽谤的，受害人可以依据
民法的有关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涉事网站、发帖人停止侵害，
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给
被侵权人造成财产损失或严重精
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依据侵权责
任法的规定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成
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
的利益无法确定的，法院可根据具
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确
定赔偿数额。

本报记者 侯艳艳 通讯员
王永文

发电厂或将为小浴池

集中供热水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琪)

市政府印发《今冬明春市区空气质
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的通知，以
期巩固综合整治成效，确保今冬明
春市区空气质量同比改善。

方案布置了行动重点任务，包
括整治建筑工地扬尘、城市裸露渣
土及道路扬尘、燃煤污染、机动车
排气污染、加油站、储油库、油罐车
油气污染等结果方面。

整治建筑工地扬尘方面，制定
完善统一的建筑工地扬尘管理标
准，对市区范围内建筑工地实施统
一监督管理，管理标准向社会公
布，接受公众监督，做到围挡设置、
喷淋、进出车辆清洗规范、标准。市
中心区5万平方米及以上建筑工地
主要扬尘点安装视频监控装置，监
控数据至少保存1个月。加大查处
追责力度，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力
的建筑工地实施停工停产、曝光批
评,情节严重的将给予市区建筑市
场准入否决。

在整治燃煤污染方面，方案中
提出要加快建设烟台发电厂集中
供热水项目，为小浴池等小型锅炉
取缔提供新热源；制定实施燃煤
锅炉淘汰补偿政策，推动实施能
源替代。进一步调整完善市区集
中供热规划，取缔分散小型燃煤供
热设施。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侯艳
艳 通讯员 王永文 ) 2014年
是烟台“打击网络违法行为”活
动年，记者从烟台市公安局获
悉，去年全市共查处涉网违法犯
罪嫌疑人76人。在涉网违法犯罪
中，以利用网络散布谣言、侮辱
诽谤、敲诈勒索最为常见。

2 0 1 4年，一些网络谣言产
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比如5月
25日一网友发布消息称12名恐

怖分子到达烟台、6月 4日人贩
子出现在莱山、1 1月 2 1日烟台
南大街发生恐怖袭击死者达34

人等谣言事件，严重扰乱了社
会秩序。

烟台市公安局网安部门负
责人介绍，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
性等特点，一些不法分子将网络
作为新的违法犯罪平台，利用互
联网进行违法信息发布、恶意炒
作的现象比较突出，其中以散布

谣言、侮辱诽谤、敲诈勒索最为
常见。

烟台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
卫支队民警辛德峰说，涉警网
络谣言的传播容易引起社会恐
慌，破坏政府部门形象，同时造
成本已严重不足的警力严重浪
费。举个例子，“恐怖分子来烟”
谣言在出动普通民警调查的同
时，甚至动用了反恐支队的多
名警力。

民警介绍，去年全市共查处
涉网违法犯罪嫌疑人76人，在这
76人中，有人在网上捏造事实恶
意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有
人利用社会敏感热点问题，借题
发挥，炮制谣言，误导民众，造成
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甚至引发了
群体性事件；还有人以在网络上
发布、删除负面信息相要挟，索
取被害人或者被害单位财物，聚
敛钱财。

民警介绍，目前社会上还出
现了一些专门从事造谣、炒作、

“删帖”等活动的所谓“网络公关
公司”、“策划营销组织”及“网络
推手”。公安机关警告部分别有
用心的网民和不法网络服务提
供者，任何人都要对自己的网上
言行负责，通过网络散布谣言、
侮辱诽谤他人等行为给社会和
他人造成危害，要受到法律的制
裁。

工工商商、、质质监监两两部部门门职职责责有有调调整整

到到22001166年年，，人人均均期期望望寿寿命命达达7788 .. 55岁岁
烟台发布实施健康山东行动任务分工方案，要求人均体育场地达2 . 2平方米以上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宋
佳 ) 7日，烟台市政府发布烟
台市实施健康山东行动任务分
工方案，方案包含了健康知识、
卫生城镇、环境卫生整治等多
方面内容。方案树立目标，到
2016年，全市居民人均期望寿
命达到78 . 5岁。

不知不觉已踏入2015年的
门槛，新的一年，烟台市政府贯
彻落实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健康山东行动方案
(后简称方案)的力度不减，方
案中明确目标，要求到2016年，

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8 . 5岁。
为完成这个目标，需要在

提高健康素养水平、保持健康
生活方式、整治环境卫生等方
面齐抓共管。到2016年，争取全
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
12%，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城
市达到85%以上，农村达到80%

以上，中小学生健康知识知晓
率达到85%以上。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包
括禁烟、减盐等。成年男性吸烟
率降至50%以下，成年女性吸
烟率降至2%以下，争取在公共

场所和工作场所推行全面禁
烟，党政机关、教育和卫生计生
系统率先实现室内无烟目标。
此外，居民人均食盐摄入量降
至10克/日以下；中小学生肥胖
率低于8%，龋齿患病率降低10

个百分点。
“县 (市、区 )、乡镇 (街道 )

普遍建设相应规模的‘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或场地设施。”方
案中要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到2 . 2平方米以上，全市社
会体育指导员数量达到1 . 5万
人。

方案对养老、疾病预防控
制也做出明确要求。“强化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要求相关部门
抓好药品生产、经营。”方案中
要求，由烟台市卫生局牵头，控
制抗菌药物及静注使用比降至
50%以下。

此外，对于市民普遍重视
的环境卫生整治方面，争取大
气污染治理初见成效，空气质
量比2010年改善20%以上。方案
要求全市林木绿化率达到40%

以上，城市(含县城)污水集中
处理率达到95%以上。

““巨巨无无霸霸””运运输输车车上上高高速速被被查查
高速交警集中整治通行乱象，一天查处246起违法行为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钟
建军 通讯员 王国良 ) 超
速行驶、货车长时间占用左侧
车道、应急车道停车、应急车
道行驶……1月7日是烟台高
速交警支队集中整治统一行
动日，高速交警共查处246起
违法行为，其中重点违法行为
有56起。

据介绍，烟台高速交警从
2014年11月1日至2015年1月31

日开展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
高速公路交通秩序专项行动，
集中查纠大车占道、应急车道
停车、应急车道行驶、非法改
装、酒后驾驶、客运车辆超员、
危化品车无许可证等影响高速
公路交通秩序、危及交通安全
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

专项行动期间已开展了4

次集中行动日，1月7日为第5次
集中行动。7日上午，记者在杜
家疃收费站看到，多名身穿多
功能执勤服的高速民警，正在
收费站进出口，对过往车辆进
行检查，多辆货车因污损反光
标志、放大号的违法行为被查
处。

12时许，民警在杜家疃收
费站查处了一辆超长、超宽商

品车运输车。民警称，车辆加长
了十几米，在高速上行驶十分
危险，对驾驶员批评教育后进
行了处罚。

记者从烟台市高速交警支

队了解到，这次专项整治行动
自开展以来共查处9876起违法
行为。7日行动当天，共查处246

起违法行为，其中重点违法行
为56起。

据介绍，随着集中整治行
动的开展，高速公路上的违法
数量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大
车占道、应急车道停车、应急车
道行驶的违法数量大幅下降。

7日12时许，在福山杜家疃收费站，民警查获一辆超长、超宽运输车。 本报记者 钟建军 摄

头条链接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张
琪) 近日，市政府印发针对市
工商和市质监两部门的通知，
通知中对两部门的职责调整等
内容进行了规定，其中生产、流
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被划
入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工商部门划入和增加的

职责有：承接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下放的固定形式印刷品广
告审批职责。承接省工商行政
管理局下放的外国 (地区 )企
业在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设立、变更、注销核准职责。承
接由国务院和省政府下放的
其他行政审批事项。增加构建

完善全市统一的市场主体信
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市场主
体信用约束机制职责。增加依
法监督管理网络交易，规范网
络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职责。

此外，将流通环节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职责划入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质监部门职能调整包括：
取消已由国务院和省政府公
布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生产
环节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划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产品标准
备案管理的有关职责划入卫
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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