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颜石敦 唐
文利 阮涛）第十三届全运会航海模型
预选赛28日在郴州市北湖区四清湖
国家水利风景区开幕， 来自全国各地
的50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
加了当天的开幕式。

据介绍，航海模型比赛项目1959年
列入第一届全运会，直至1993年第七届
全运会后才中断，此次是时隔24年后以
群众项目形式重返全运会。在郴州举行
的这届全运会航海模型预选赛为期3
天，共有23支代表队参赛。比赛分轻量

级追逐 （FSR-V7.5）、 标准级追逐
（FSR-V15）、重量级追逐（FSR-V27）、
1米级遥控帆船（F5-E）、标准级遥控帆
船（F5-M）等5个竞赛项目，争夺今年7
月在天津举行的全运会决赛“门票”。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
心、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郴州
是我省体育强市和后备人才培养基地，
近年来，该市大力推进“体育之城”、“全
国健康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
作，全市体育基础设施完善，群众体育
运动氛围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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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将受惩
处，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进一步规
范……6月1日起， 一批中央和地方新规
将落地施行，影响你我的生活。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其
收集的个人信息

我国网络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中华
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将于6月1日起
施行。法律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
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
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根据网络安全法， 网络运营者不得
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
不得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
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
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法律规定， 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
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
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
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 发现网络运
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
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 网络运
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

同时， 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必须对在履
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 隐私和商业
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

严惩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月1日起施行，对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和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做出规定。

该司法解释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
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出售或者提供
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的；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
施犯罪， 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的； 非法获
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
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的；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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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百条以上的等等。

同时，设立用于实施非法获取、出售

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
网站、通讯群组，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
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的规定， 以非
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定罪处罚； 同时构成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 依照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定罪处罚。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进一步规范

新修订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
理规定》6月起落地施行。规定明确，通过
互联网站、应用程序、论坛、博客、微博
客、公众账号、即时通信工具、网络直播
等形式向社会公众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
服务， 应当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
可， 禁止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

规定主要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
动进行了规范。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包
括以下类型： 一是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
发布服务，申请主体限定为新闻单位（含
其控股的单位），取得该类许可的同时可
以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务。 二是
互联网新闻信息转载服务。 主要是指新
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以外的其他法
人单位。 三是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平台

服务，主要是指微博客、即时通信工具等
传播平台；传播平台同时提供采编发布、
转载服务的， 要按要求申请互联网新闻
信息采编发布、转载服务许可。

此外， 规定要求互联网新闻信息服
务提供者转载新闻信息时， 遵守著作权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护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益。

质量在250克以上无人机
须实名

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表示，6月1日起
将正式对质量在250克以上的无人机实施
登记注册。同时，民航局正在积极建立无
人机实名登记数据共享和查询制度，实现
与无人机运行云平台的实时交联。

除上述新规之外，修订后的《农药管
理条例》也将于6月起正式施行。条例明
确，使用者不得超范围、超剂量用药，禁
止将剧毒、高毒农药用于食用农产品。此
外， 农药标签应当以中文标注农药的名
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其含量、毒性及其
标识、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
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生产日期、可追溯
电子信息码等内容。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皖南茶山飘菌香
秸秆食用菌种植合作社、生态富硒茶种植合作社、生态黄

牛养殖合作社、植保服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2年多来，安
徽省石台县河口村几乎把全村贫困户都纳入了合作社。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 村民不仅脱了贫， 还走上了致富
路。从2014年至2016年底，还未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从
141户减至10户，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以下。河口村顺利实
现脱贫目标。

“合作社是对口帮扶单位安徽省民委围绕‘产业发展促
进精准扶贫’的工作思路，打造的致富平台和共富载体。”驻
村第一书记李朝阳说。

2014年，河口村对口帮扶单位领导、安徽省民委主任
孙丽芳多次到河口村走访调研。她发现，当地村民最爱种茶
和黑木耳。

茶叶利润微薄， 想靠黑木耳种植实现脱贫致富也不容
易。木耳的菌棒原料需要阔叶林的木屑，而整个石台县是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禁止砍伐阔叶林———经济发展不能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2014年10月，河口村的秸秆食用菌种植合作社正式成
立。针对河口村的特点，安徽省民委建议合作社选择种植平
菇作为突破口。

平菇的菌棒原料是棉籽皮、玉米芯、锯末，还能把黑木
耳菌棒废料利用起来。 对村民而言， 平菇可以秋冬季节种
植，不会误了自家的茶叶和水稻的农时。

现在，全村共有41户贫困户加入了食用菌种植合作社。
合作社也开始种植香菇。

香菇虽然生产周期较长，但经济价值比平菇高，烘干之
后还能卖干货，风险更小。

“现在社员在合作社劳动一天工资是100元。未来社员
的收入将由分红和工资两部分组成。”李朝阳说。

看着合作社越来越红火， 社员马宏喜开心地对新华社
记者说：“我们合作社越来越好。现在就像有了主心骨。”

（据新华社合肥5月29日电）

一批新规6月起施行

加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全运会航海模型预选赛郴州举行

� � � � 5月29日，“移步登山”世界跑酷大赛技巧赛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举行。来自世界各地
的24名跑酷高手参与角逐，最终乌克兰选手埃里克夺下竞速、技巧两项比赛的冠军。图为
跑酷选手在进行技巧赛的角逐。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丁云娟 摄影报道

该项目时隔24年后再入全运会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7142 0 1 3
排列 5 17142 0 1 3 3 5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7061 10 19 23 25 30 02+04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1

0
下期奖池：3568226863.40（元）

10000000 100000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