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颜茂昆表示， 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
的另一大亮点， 是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的罚金刑适用规则。

司法解释明确，对于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危害程
度、犯罪的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
前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判处
罚金。 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的1倍

以上5倍以下。
颜茂昆说，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具有明显的牟利性， 行为人实施该类犯
罪主要是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因此，有必
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让行为人在
经济上得不偿失， 进而剥夺其再次实施
此类犯罪的经济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韩国举行首次总统
缺位下的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首尔5月9日电 韩国第19届总统
选举9日上午开始正式投票， 韩国选民将前往
遍布全国的13964个投票站，选出下一任总统。

这是韩国1987年改宪以来首次在总统
缺位状况下选举总统。 本届选举共有15名
候选人登记， 其中两人在竞选最后阶段退
出。 主要角逐者有5人，分别是共同民主党
文在寅、国民之党安哲秀、自由韩国党洪准
杓、正党刘承旼和正义党沈相奵。

本次选举的投票时间为当地时间9日6
时（北京时间5时）至20时，选民必须持身份
证到居住地所属的指定选区投票。

韩国当天大部分地区下起小雨， 各地
民众陆续来到投票站，有序、郑重地投下自
己的一票。

韩国选情分析人士预计， 大选初步计
票结果可能会在当天午夜前后出炉， 确切
结果要等到10日凌晨才能揭晓。

在韩国民调机构选前的最后一次民意
调查中，文在寅以4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排
名其后的安哲秀和洪准杓大约20个百分
点，是本次选举最大热门。

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本
届总统选举登记选民超过4247万人， 比上
届选举有所增加。

本次总统选举首次引入了“事先投票”
制度，方便9日无法投票的选民提前行使投
票权。超过26%的选民参加了4日和5日举行
的“事先投票”，创下这一制度被引入国会、
地方政府等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

韩国1987年改宪实行总统全民直选
制，总统任期5年且不得连任。

由于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罢免， 本届
韩国总统选举由原定的今年12月提前至5
月9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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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郑州5月9日电 5月8日至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省长陈润儿陪同下，在
开封、新乡、郑州考察。

河南自贸试验区是国家在中部地区设
立的首批自贸区。 李克强来到开封片区，与
办事的群众和前来咨询创业的大学生互动
交流。李克强说，现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要
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幅降
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打造改革开放高地，这
样就可以吸引更多投资者，也会有力激发全

社会创业创新热情。政府部门要抓紧整合内
部管理职能，尽可能减少和简化对企业的审
批事项，使审批更简、监管更强、服务更优。

李克强听取了开封市棚户区和旧城改
造情况汇报。 他来到大兴社区居民家中，这
里房屋破旧，冬天寒冷，夏天漏雨，电线老
化，李克强叮嘱对这类危旧房要加快改造进
度。他说，古城修复是历史责任，老城区居住
环境改善是迫切需要，二者不可偏废。要创
新机制，做好统筹，既让更多住房困难群众
尽快圆上安居梦， 也要切实保护好文物，守

住文明积淀的根脉。
黄河下游滩区是行洪、滞洪、沉沙重要区

域，居住着河南、山东近200万群众，对滩区群
众生活与安全李克强牵挂于心。 他冒雨专门
来到新乡市封丘县李庄村，主持召开现场会，
河南省、山东省和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等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汇报了情况， 李克强与他
们深入讨论。他说，黄河滩区问题是一个近
代历史遗留问题， 这里的群众不应该被遗
忘。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区分轻重缓急，在
落实地方主体责任、 鼓励因地制宜的同时，

继续延续目前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多
渠道筹集资金，并在土地增减挂钩、脱贫攻
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给
予倾斜支持，力争用三年时间优先解决地势
低洼、险情突出滩区群众迁建问题，促进实
现保障黄河安全与滩区发展的双赢。

李克强十分关心制造业升级。 他走进中
联重科生产车间，勉励企业抓住实施“中国制
造2025”的机遇，发扬创新精神和工匠精神，
努力突破重大装备核心关键技术， 在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李克强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提升改革开放水平 解决重点民生难题

重访地震灾区
芦山今更秀美

财政部6.15亿元
奖励地方干事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记者9日从财政
部获悉，财政部日前发通知，下达相关省（区、
市） 财政管理绩效考核奖励资金6.15亿元奖励
地方干事创业。

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5日在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表示，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
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
知》要求，财政部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
解过剩产能、 加强财政管理等方面真抓实干取
得明显成效的地区加大奖励或者政策倾斜力
度，以此鼓励地方政府主动作为，确保中央决策
部署落实到位。

其中，根据考核等情况，获得奖励的有7个
市、24个县，覆盖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厦门市、山东省、湖北省、深圳市、陕西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 财政部按照东部地区每个市
奖励2500万元、每个县奖励1500万元，中西部
地区每个市奖励3000万元、每个县奖励2000万
元的标准，总体安排奖励资金合计6.15亿元。

环保部督查一个月

5000余家企业
存在环境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环保部对京津冀
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
督查已开展1个月。 截至5月7日，28个督查组共
督查8447家企业（单位），发现5594家企业存在
环境问题，约占检查总数的66.2%。

存在问题的企业中，“散乱污” 问题企业
1930个，超标排放的30个，未安装污染治理设
施的512个， 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的507个，涉
嫌在线监测弄虚作假的12个， 存在VOCs治理
问题的179个，防扬尘措施不完善的1075个，存
在其他问题的1349个。

环保部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环境问题，印发
督办通知，责成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等6省、市环保厅（局）对督办问题进行整改。

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落幕

体操湘军收获两金
湖南日报武汉5月9日电（记者 周倜）2017

全国体操锦标赛暨全运会预选赛今天在武汉落
幕，体操湘军当日迎来丰收，屈瑞阳、商春松分
别在男子跳马、女子自由操上实现卫冕，加之此
前女团摘铜，本次比赛湖南队收获2金1铜。

今天首先进行的是男子跳马决赛。 此前已连
续5年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的“一哥”屈瑞阳首个
出场。第一跳，屈瑞阳挑战转体1260度，该动作6.0
的难度分也是目前国内最高水平。这一跳，屈瑞阳
拿到8.700的完成分，总分14.700。最终，屈瑞阳以
14.734的平均分，实现男子跳马“六连冠”。

团体赛中的小失误， 并没有影响商春松在
今天自由操上的发挥。 决赛前， 商春松充分准
备，状态不错。她今天的难度分5.6，居所有选手
之首，最终以13.300的总分顺利夺冠。

“这两枚金牌来之不易，也为征战全运会奠
定了不错的基础。回去后，我们还得好好总结，
现在还不是高兴的时候。”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
副主任谢智敏告诉记者。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通讯员 罗飞雄
记者 王亮）8日晚，2017年“农商银行杯”
洲际女篮亚特拉斯系列赛郴州嘉禾赛区
比赛在嘉禾县体育馆结束，中国队68比84
不敌美国队，最终以两负一胜、排名第二的
战绩结束了本站比赛。

今年是嘉禾县连续第2年承办洲际女篮
亚特拉斯系列赛， 参赛的4支球队分别是中
国、立陶宛、加拿大以及美国的青年女篮队

伍， 比赛6日展开，8日结束。2016年的比赛，
中国青年女篮取得3战全胜的优异战绩。

本次比赛，中国队的发挥不如去年，虽
然首日以83比34狂胜加拿大队， 但7日的
比赛意外以56比68不敌立陶宛队。8日面
对实力强大的美国队，中国队拼尽全力，但
无奈美国队攻防均衡、发挥稳定，最终中国
队以68比84落败。 当天的另一场比赛中，
加拿大队爆冷以56比54险胜立陶宛队。

最终，美国队3战全胜，夺得本站比赛的
冠军。中国队、立陶宛队、加拿大队均为一胜
两负， 但中国队净胜分更多， 获得本站第二
名，立陶宛队排名第三，加拿大队位列第四。

3天比赛时间，6场比赛场场爆满，又
一次在嘉禾县刮起篮球“风暴”。美国队领
队卡尔表示：“嘉禾县虽然不大， 但篮球氛
围浓厚，现场球迷热情友好，我们非常享受
这几天的比赛。”

中超三雄亚冠齐出线
江苏苏宁5胜创纪录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蔡矜宜）今天，随
着广州恒大队主场2比2战平水原三星队， 由恒
大、江苏苏宁和上海上港队组成的“中超三雄”本
届亚冠小组赛全部出线，其中苏宁队以5胜1负头
名晋级，刷新了中超球队参加亚冠的新高。

2017赛季亚冠联赛，中超球队获得2+2的席
位，中超、足协杯双料冠军恒大队和中超第二名
苏宁队自动晋级正赛，上港和申花队需从资格赛
打起，结果申花队没能通过考验，遗憾无缘正赛。

小组赛中，苏宁和上港队一路高歌，两队前
3轮便取得三连胜，一举奠定出线基础。相比之
下，恒大队的晋级之路稍显坎坷，他们仅“双杀”
垫底的香港东方队，最终以2胜4平小组第二名
的成绩搭上16强末班车。

9日进行的两场亚冠小组赛末轮较量中，恒
大队在开场仅8分钟就失球的情况下， 凭借高拉
特的梅开二度，主场再次以2比2战平水原队（首
回合双方2比2战平）， 惊险拿到一张淘汰赛入场
券。另一场比赛，已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苏宁队
以全华班对阵阿德莱德队， 并以1比0力克对手，
球队提前两轮锁定小组第一、5胜1负积15分出
线，刷新了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多项纪录。

� � � � 5月6日，俯瞰重建后的四川省芦山县龙门新镇，以砖木民居风情为特色，以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为重点，着力构建出产村相融、镇村一体、农旅结合的新型农村社区。 建成集休闲度假、旅游
观光、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特色旅游小镇。2016年，古镇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2013年4月20日，芦
山县7.0级地震发生后，龙门镇被震为一片废墟。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洲际女篮赛嘉禾赛区比赛 中国女篮获亚军

� � �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共赢发展———‘一带
一路’图片展”8日傍晚在联合国总部开幕。图片
展为期一周，全方位展现“一带一路”的发展理
念、 阶段性成就和深远意义。 图为联合国常务
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参观“一带一路”图
片展。 新华社发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如何定罪量刑

———聚焦“两高”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司法解释五大看点
� � � �网络时代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日益被社会所关注。9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就打击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对于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等五大社会关注焦点有了明确规定。

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
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行踪轨迹等全面信息

� � � �最高法公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典型案例中， 有一起为五人通过微信朋友
圈，发布出售个人户籍、车辆档案、手机定
位、个人征信、旅馆住宿等各类公民个人信
息的广告，寻找客户并获利，最终被判刑。

实践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尚
存争议，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
刑法相关规定中的“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
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
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
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
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
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
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向特
定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以及通过信息网
络或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息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提供公民个人信
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公
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也属于“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
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对提供、获取行踪轨迹等“敏感信息”如何量刑
50条即可入罪

� � � �根据刑法规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罪的入罪要件为“情节严重”。对于这里
的“情节严重”，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
确了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等十项认定
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不同类型公民
个人信息的重要程度， 司法解释设置了
不同的数量标准。对于行踪轨迹信息、通
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非法获取、
出售或者提供50条以上即算“情节严
重”；对于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
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
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 标准则是500
条以上；对于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标准为

5000条以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缐杰说，办案部门对于涉案的公
民个人信息， 首先应当分类进行分析，
如果每一个类型相对应的公民个人信
息都没有达到50条、500条、5000条的，
司法解释规定还要对其按照相应比例
进行合计。

缐杰举例说， 某个案件涉及公民轨
迹信息等敏感信息20条，住宿信息等重
要信息350条，就要按照1和10倍比关系
进行折算。350条重要信息折算成35条
敏感信息，两项合计55条，就要追究刑事
责任。

如何严打“内鬼”
降低内部人员入罪门槛

� � � �“目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最大
危害的，主要是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递、
证券、 电商等行业的内部人员泄露数据。”公
安部网络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许剑卓说。

如何严打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内
鬼”？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
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 数量或者数额达

到司法解释规定的相关标准一半以上的，
即可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

“司法解释对行业内部人员泄露信息降
低了入罪门槛， 为我们更好地打击这类犯罪
提供了法律基础。 对于任何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案件， 我们都要追查源头， 深挖行业内
鬼。”许剑卓说。

对为推销产品购买个人信息如何惩处
获利5万元即可入罪

� � � �刚买完房， 中介就打电话询问是否出
租；孩子刚出生，推销幼儿产品的电话就找
上门了……种种怪相令人生疑： 这些商家
为了推销产品， 就可以堂而皇之获取个人
信息加以利用？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颜茂昆说，
从实践来看，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
息， 从事广告推销等活动的情形较为普

遍。为贯彻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本次
出台的司法解释对这种情形设置了入罪
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 为合法经营活动
而非法购买、 收受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个
人信息，具有利用非法购买、收受的公民个
人信息获利五万元以上等情形的， 应当认
定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如何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惩罚力度
罚金最高可达违法所得5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