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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淫秽! 网络欺诈! 非法网络寄递
""在互联网带给百姓方便快捷生活的同
时# 日益猖獗的网络犯罪也在侵蚀网络生
态!侵害百姓权益#更带来一系列亟待解决
的法律问题$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审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强调#要
依法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淫秽信息等网络
犯罪#净化网络环境$

成本低%传播迅速#危害范围广!隐蔽性
高!取证困难的网络犯罪正严重危害社会安
全& 对此#部分代表委员结合审议%讨论'两
高(报告建议用三大手段遏制网络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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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网上贴淫秽图片%贩卖淫
秽光盘%提供超链接色情网站%组织)裸聊*

等是我被抓之前的主要工作&(江苏'支付在
线大案(犯罪嫌疑人陈某说#他大都使用第
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淫秽色情信息交易#以隐
蔽犯罪纪录!方便网上洗钱!逃避法律制裁&

'我还有很多)同行*仍在逍遥法外& (

在湖南常德'呱呱在线(大案中#犯罪嫌
疑人罗某利用境外服务器和执法人员玩起
'捉迷藏(#即便淫秽网站被封堵#!"秒后域
名便自动跳转'复活(&

12345,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
法学院院长孙南申说# 针对这些新动向#最
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去年出台
的互联网传播淫秽信息刑事案件的司法解
释明确+电信运营商等明知服务对象是淫秽
网站#仍以牟利为目的向其提供资金和费用
结算服务的#作共犯论处&同年#央行公布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禁止任何
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擅自从事支付业务&

'然而#与之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安全保
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缺乏明确的对未构

成刑事处罚的服务商的)罚则*& (孙南申委
员说#此外#境外服务器的国内代理商依然
为所欲为#亟待全面清理整顿&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应勇指出#由于行为人可随时随地实施网
络犯罪#这导致因犯罪行为地与结果地分离
使司法管辖难以认定#'可采用优先管辖原
则#以提高侦办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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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曾上网骗财骗色 #!人的
犯罪嫌疑人孙海洋说#利用'网络聊天室(以
小恩小惠获取受骗人信任后#让她们自愿反
过来为自己掏腰包#不仅隐蔽#也很难被认
定为诈骗&

在去年浙江绍兴 '$%秒骗走百万巨款(

大案中#犯罪嫌疑人利用钓鱼网站仿冒网银#

盗取受害人银行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甚至
通过计算机病毒进行盗号& 该案犯罪嫌疑人
章某说+'尽管网站可能会被封杀# 但我们可
通过不断申请网络域名继续进行诈骗& (

12345,全国人大代表!广东东莞
电信公司副总经理邓海玲建议#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接入#谁负
责(的原则#严厉打击网络欺诈#同时尽快推
进网络信息安全立法&

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陈舒向本次大会提
交的'修改反不正当竞争法议案(写道+'对
网络欺诈行为应设立惩罚性赔偿#而不仅仅
是实际损失赔偿#以真正遏制犯罪行为& (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诚信体
系建设(&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认为#社会诚信体系缺失
与网络欺诈案件频发形成恶性循环#'再这
样下去#老百姓什么敢吃!什么敢用!什么敢
信.(他建议#逐步建立能集纳企业和个人信
用纪录的国家诚信数据库# 实现互联互通#

让欺诈者面临人人喊打%无处可藏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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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非法网络寄递#最终要落到
快递和物流企业的头上#网络寄递市场安全形
势严峻&(邓海玲代表说#一些快递企业收递员
从不开包验视违禁物品#也不核对邮递人的有
效证件#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
说#大量文物经网络流失海外#互联网已成
为不法分子走私文物的捷径&

12345,最新修订的邮政法规定#

邮政企业须依法执行邮件收寄验视制度&对
交寄物品一律进行验视#否则不予收寄&

全国政协委员% 法学专家谢朝华说#虽
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文物不允许自由买
卖#更禁止走私出境#但太过笼统#特别对于
网购网拍这种新交易方式#相关法律法规尚
缺少实施细则& 当务之急就是查漏补缺%增
补相应条款&

单霁翔委员说# 文物部门已对现有涉
及文物经营的 #&& 多家网站全面评估#并
会同相关部门拟订规范性文件# 逐步建立
网络文物品经营准入和网络交易拟似文物
审核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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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两会“十大网络热词”
'稳定物价('分配('保障房(#'反腐倡

廉('幸福('十二五(""即将圆满落下帷幕
的 #&'!年全国两会# 不仅在中国的民主政
治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引起了
亿万网民的空前关注&而一个个凝聚了两会
重要成果%代表委员铮铮建言和网民殷殷期
待的两会'网络热词(#凸显出一次民主%团
结%求实%奋进的盛会的时代记忆#更让人们
聆听到一个走在伟大复兴道路上的民族的
强劲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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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篇 (#章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作
为国家未来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
和纲领性文件#让每一个中国人对未来都充
满期待&

,1567-Hp"

()*+,

q#(

'十二五(

规划更多地关注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不只
是经济增长速度& 当前的关键是精细计划#

提出可执行%确保结果不偏离目标的配套政
策&

,8�9:-#$rs=>tuv(应当
看到#我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条件比改革
开放以来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虽然我们面
临的挑战多而复杂#但机遇大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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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是今年全国两会上最振奋人
心也是最令人憧憬的词汇&

,1567- Hp"z{|}C #(

'楼
上楼下电灯电话( 早就实现了#'土豆烧牛
肉(成家常便饭了#'幸福感(成为人们新的
目标&

,=>9:-#$~C;<q��(对于
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来说# 在身体健康%

衣食住行无忧的同时#还希望今后的生活更
加舒心%安心%放心和对未来有信心#这是有
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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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邦国委员长 )&日宣布+ 以宪法为统
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
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1567- Hp"�P���#(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像一棵大树#宪法
是树干#*+,部法律是树枝# 构成了现行法
律体系的核心内容&

,8�9:-#$rs=>��(下一步
要在推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遵纪守法上
多下工夫#让全体社会成员生活在公平公正
有序和谐的法治社会中&

&ij�'����

89:

-./012

($

{|34+

政府工作报告中#'保持物价总水平基
本稳定( 列为今年重点工作#-./涨幅今年

要控制在 $!左右&

,1567 -Hp "C���& #

+只要
物价稳#草根无他求#温饱住不愁#生活乐
悠悠&

,=>9:-#$~C;����(

$!

的调控目标#是充分考虑通胀压力不断加大
的实际情况#以及群众的承受能力后做出的
选择#希望这一目标能够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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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说+合理调整个人
所得税税基和税率结构#提高工资薪金所得
费用扣除标准&

,1567-Hp"��Py�#(个税改
革要学习发达国家经验&应以年为单位并适
当考虑家庭收入#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鼓励
退税#可采取先征后退的办法&

,8�9:-#$rs=>��(个税改
革#提高起征点是一方面#还要通过减少税
率级次#并调整税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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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套保障房建设任务% 多渠道筹
集资金%建立健全考核问责机制""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对保障房的大段阐述#让阳光
照进了低收入人群的梦想&

,1567-H£"¤¥¦#(保障房既要
满足低收入百姓的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沦为
有权有势有钱者追逐的目标&

,=>9:-#$~C;<§¨ (首先
要确保足够的投入保证保障房建设# 同时
要确保 )&&& 万套保障房'蛋糕(分配公平

公正#杜绝'开后门(现象#制度设计先要堵
住'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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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
犯罪案件 #00") 件# 判处罪犯 #%("# 人&

#&)& 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
)%##$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
工作人员 #0#+人#其中厅局级 )%%人%省部
级 (人&

,1567-Hp"®¯P°#(我认为反
腐败不仅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
机制# 更要有一触电即身败名裂的后果#使
官员不愿意腐败%也不敢腐败& 如同在铁板
上种树#根系根本滋生不了&

,=>9:-#$~C;�±_²(在一
个地区%一个单位出现'一言堂(#对党的事
业危害极大# 要继续大力推进民主法治进
程#切实对权力的运行进行规范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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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重点采取三
方面措施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着力提高
城乡低收入群众的基本收入/加大收入分配
调节力度/大力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1567-Hp"¸¹ #(要合理调整
收入分配关系# 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 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
高同步&

,=>9:-#$~C;<º»  (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要真正做到'限高%稳中%

补低(# 使收入分配结构由 '金字塔形(向

'橄榄形(转变#这需要国家的总体设计和
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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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向'三公消
费(亮剑+出国0境1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
费%公务接待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

,1567-Hp"ÂÃÄÅ#(我更关注
'三公消费(的控制#削减的是金钱#控制的
是风气#构建的是政府公信力&

,=>9:- #$~C;<ÆÇ²

+中
央预算部门公开'三公消费(是我国预算公
开的一大进步# 体现了中央建设廉洁政府
的决心& 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信息公
开是重要前提# 也是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关
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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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年要公办
民办并举#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抓紧解决'入
园难(问题&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相信在
+年内能缓解幼儿'入园难(的问题&

,1567-H£"ÌÍ:#(对于不少学
龄前儿童家庭而言#要孩子上一所规范的幼
儿园#并非易事#难免让人心生不满&

,=>9:-#$~C;<ÎÏÐ(建议
我国通过制定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财政性
学前教育经费在同级财政性教育经费中所
占比例不低于 0!# 以切实解决学前教育投
入严重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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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海洋大国#我们在重视)陆上
环保*的同时也要重视)海上环保*& (全国
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 )+日对
记者说# 当前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面临的压
力不断增加#破坏生态事件时有发生&他建
议尽快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 加大
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力度&

我国近岸海域分布有红树林% 珊瑚礁%

滨海湿地%海岛%海湾%入海河口%渔业水域
等十分典型的海洋生态系统# 拥有文昌鱼%

斑海豹%中华白海豚%海龟等珍稀濒危物种#

还有各类珍贵的海洋自然遗迹& 张全代表
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海洋生态环
境问题#包括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洋及海
岸带栖息地损失% 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失衡%

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珍稀濒危物种减少等&一
些海洋开发活动导致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加
剧了海洋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对破
坏海洋生态的行为#职能部门可代表国家
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是由于缺
乏操作层面的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国家

索赔工作迄今不能全面有效地开展& (张
全代表说#近年来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在
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作出了积极
探索#可将相关成熟机制上升为国家层面
的法律法规&

张全代表在谈到海洋保护区建设时
说#我国目前有各级%各类海洋保护区 #&&

多处#保护面积总计 ++$万余公顷#占我
国管辖海域面积的 )1)*!& 这些海洋保护
区的建立#促进了生态和资源保护& 但与
海洋环保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海洋保护区
的面积和比例还相对较小& 他建议#到
*2)"年和 *3#&年# 要分别使我国海洋保
护区面积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 +!和 "!&

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一些海洋保护
区还面临着财力%人力等方面的'窘境(#

需要加大支持力度& 张全说#目前我国的
国家级海洋保护区管理运行费用由地方
级财政投入# 各地经费投入差距较大#一
些保护区的日常巡护%科研监测%宣传教
育等工作受到制约& 他建议#将海洋保护
区纳入国家公共事业投资建设和管理体
系之中#对欠发达地区的保护区进行财政
转移支付/ 提高保护区工作人员的待遇#

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 让他们安心%

专心于保护工作#同时吸引更多的年轻才
俊加入到'爱海洋%护海洋(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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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物联网刚刚起步的今天#中国
企业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全国
人大代表%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王晶建议#加大对物联网核心技术研
发%示范应用的重视和投入#成立'国家物
联网识别技术和应用示范基地(&

王晶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强调# 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建设高性
能宽带信息网#加快实现'三网融合(#促
进物联网示范应用&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正在爆发#高起点谋划物联网发展
规划#加快联网关键技术的研发#促进物
联网的示范应用#时不我待&

王晶认为#目前我国物联网发展存在
不足+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知识产权保护
薄弱%缺乏产业标准%以企业为主体的物

联网创新体系没有建立起来%物联网自主
创新产品有待扶持&

'国家已经在江苏无锡成立)物联网感
知中心*#主要是在传感技术方面进行全国
的战略规划布局# 产业集聚和带动作用很
凸显& (王晶说#由于传感技术和识别技术
都是物联网'感知技术(的关键#建议成立
'国家物联网识别技术和应用示范基地(&

王晶说#可以在福建以海峡西岸经济
区为窗口#通过'国家物联网识别技术和
应用示范基地(在国家层面规划布局物联
网识别领域发展#加大对识别领域核心关
键技术的攻关# 带动两岸产业深度合作#

同时开展对知识产权的全球化布局及创
新技术的应用&

她建议示范应用先从关系到民生的
食品安全追溯入手# 通过对食品从种植%

养殖%运输%生产%市场到餐桌的全程溯
源#用技术的手段实现食品安全各个环节
有效无缝链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科学监
管#使百姓在不增加消费成本的前提下享
受安全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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