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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成员不得兼任

村务监督委员会一般由3至
5人组成，设主任1名，提倡由非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村党组织班
子成员或党员担任主任，原则
上不由村党组织书记兼任主
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由村
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在村民
中推选产生，任期与村民委员
会的任期相同。村务监督委员
会成员要有较好的思想政治素
质，遵纪守法、公道正派、坚持
原则、敢于担当、群众公认，具
有一定政策水平和依法办事能
力，热心为村民服务，其中应有
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人员。乡
镇党委、村党组织要把好人选
关。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

属、村会计（村报账员）、村文
书、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不
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指定、委
派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有知情权质询权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职责
是：对村务、财务管理等情况进
行监督，受理和收集村民有关
意见建议。

村务监督委员会及其成员
有以下权利：知情权。列席村民
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会
议和村“两委”联席会议等，了
解掌握情况。质询权。对村民反
映强烈的村务、财务问题进行
质询，并请有关方面向村民作
出说明。审核权。对民主理财和

村务公开等制度落实情况进行
审核。建议权。向村“两委”提出
村务管理建议，必要时可向乡
镇党委和政府提出建议。村务
监督委员会及其成员要依纪依
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进行
监督，不直接参与具体村务决
策和管理，不干预村“两委”日
常工作。主持民主评议权。村民
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对村民委
员会成员以及由村民或村集体
承担误工补贴的聘用人员履行
职责情况进行民主评议，由村
务监督委员会主持。

财产管理是监督重点

村务监督委员会要紧密结
合村情实际，重点加强以下方
面的监督：村务决策和公开情

况，主要是村务决策是否按照
规定程序进行，村务公开是否
全面、真实、及时、规范。村级财
产管理情况，主要是村民委员
会、村民小组代行管理的村集
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情况，村
级其他财务管理情况。村工程
项目建设情况，主要是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等工程项目
立项、招投标、预决算、建设施
工、质量验收情况。惠农政策措
施落实情况，主要是支农和扶
贫资金使用、各项农业补贴资
金发放、农村社会救助资金申
请和发放等情况。农村精神文
明建设情况，主要是建设文明
乡风、创建文明村镇、推动移风
易俗，开展农村环境卫生整治，
执行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
等情况。 据新华社

中国数字经济22.58万亿
占GDP比重达三成

报告指出，2016年，中国数
字经济规模总量达22 . 58万亿
元，跃居全球第二，占GDP比重
达30 . 3%，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
新经济蓬勃发展。

蓝皮书由中国网络空间研
究院牵头编写，内容涵盖国内外
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信息技术、
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电子政务、
互联网媒体、网络空间国际治理
等互联网发展重点领域。这是大
会举办以来，首次面向全球发布
互联网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根据报告，截至2017年6月，
全球网民总数达38 . 9亿，普及
率为51 . 7%，其中，中国网民规
模达7 . 51亿，居全球第一。发展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大
国和地区重塑全球竞争力的共
同选择，目前全球22%的GDP与
涵盖技能和资本的数字经济紧
密相关，中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达三成。以互联网为
代表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
形成势头，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成为全球创新的新高地。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各国的共同参与和有效治理。报
告提出，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在
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互联网治
理模式，包括个人隐私保护、数
字贸易规范、网络内容管理、规
范产业竞争秩序、打击网络犯罪
活动等。

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
杨树桢在发布会上说，作为世界
互联网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世
界互联网发展报告和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蓝皮书将在每年大
会期间发布，展现当年互联网发
展的新理论和新实践、新动向和
新趋势。

首次设立并发布
互联网发展指标体系

此次蓝皮书的一大亮点，是
首次设立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
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填补了国内
互联网发展综合指标的空白，广
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分列
中国互联网发展指数综合指数
前五，山东省位列第八位。评估
指标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创新能
力、数字经济发展、互联网应用、
网络安全、网络管理共6项指标。

基础设施方面，总体上，信
息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和投资力
度呈正相关，部分地区赶超势头
明显。其中，广东、四川、福建在
光纤入户、4G网络方面走在全
国前列，贵州、湖北、山西等地积
极建设数据中心（IDC），打造新
型基础设施，为互联网发展奠定
坚实的设施基础。

创新能力方面，全国各地开
始将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作为推
动地方创新发展的关键抓手，北
京、上海等地开始利用人才技术
优势，在人工智能芯片等方面取
得重大突破。

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全国各
地普遍将电子商务、共享经济作
为发展重点，电子商务产业规模
均呈上升趋势，地区差异相对较
小，领先地区重在创新模式、培
育特色、扩大规模、走向国际。

互联网应用方面，各地对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使用
度日益提升，呈现出个人应用多
元化、企业应用深度化、政府应
用高效化特点。

打击网络犯罪
制定全球性法律文书

“网络犯罪已成为人类面临
的严峻威胁和挑战，需要国际社
会加强合作应对，包括制定全球
性打击网络犯罪法律文书。”4
日，在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分
论坛上，来自俄罗斯、南非等国
家，以及联合国、亚洲-非洲法
律协商组织等机构的专家，共同
讨论协商促进打击网络犯罪和
网络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加强网
络空间法治建设。

与会中外专家认为，近年
来，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日
益猖獗，已成为世界公害和全球
性挑战，亟需加强合作应对。

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
组主席、南非外交部联合国司司
长道克·马夏巴尼表示，现在网
络犯罪发展非常快，技术上也越
来越复杂。而成员国之间还有争
议，只有国际合作，才能进一步
解决网络犯罪跨国界问题。

据中国外交部提供的统计
数据显示，中国所调查的网络犯
罪案件中，很多的违法网站和僵
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位于外国特

别是网络资源发达国家，犯罪人
员在实施网上敲诈勒索、诈骗、
贩卖枪支、毒品等各种犯罪中也
通常使用跨国互联网企业提供
的邮箱、即时通讯等网络服务。

“推动打击网络犯罪国际合
作，特别是制定相关的全球性法
律文书，可为各国共同打击网络
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提供法律
基础。”中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
司长徐宏说。

顶尖科技闪耀
集中发布18项

光量子计算机、5G、能够计
算情感的人工智能……在本次
大会举办的世界互联网领先科
技成果发布活动中，共有18项全
球顶尖科技集中发布。

“量子力学是未来计算能力
持续提升发展的关键。”发布会
上，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
创新研究院教授陆朝阳介绍了
针对多光子“玻色取样”任务的
光量子计算机原型机，这是世界
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
量子计算机。

5G是智能制造得以实现的
关键支撑。发布会上，高通和华
为发布了针对终端和系统的5G
产品。华为轮值CEO徐直军表
示，5G能够实现万物互联，且具
有工业级的可靠性和实时性。

“5G速度更快，质量和信号
也更稳定，能大幅度提高工作能
力。5G通话在今年已经测试成
功，下载速度1秒钟可达到100
兆。”美国高通公司全球高级副
总裁塞尔吉·维林奈格说。

人工智能仍是最受关注的
领域。发布会上，微软发布了情
感计算人工智能“微软小冰”，阿
里巴巴发布了能够多维感知、持
续进化的“ET大脑”，百度发布
了 对 话 式 人 工 智 能 系 统
DuerOS。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发布的
18项尖端技术成果涵盖互联网
基础理论、技术、产品和商业模
式，由43名来自全球各地的推荐
委员会成员从中、美、英、德、法
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项互
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中严格筛选
而出。 据新华社、人民网

两办发文建立健全村监委会，遏制身边的不正之风

主主任任不不由由村村党党组组织织书书记记兼兼任任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

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落实。村务监

督委员会是村民对村务

进行民主监督的机构。

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

会，对从源头上遏制村

民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促进农村

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

用。

世界互联网大会蓝皮书首次发布，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

山山东东互互联联网网发发展展指指数数，，全全国国排排第第八八

12月3日，一名观众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仔细聆听名为“网络茧儿”的公益主题艺术装置发出的声音。

新华社发

《世界互联网发展

报告2017》和《中国互联

网发展报告2017》蓝皮

书4日在第四届世界互

联网大会上正式发布。

这是大会举办以来，首

次面向全球发布互联网

领域最新学术研究成

果。报告指出，2016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

达22 . 58万亿元，跃居全

球第二。此次蓝皮书的

一大亮点，是首次设立

并发布了中国互联网发

展指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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