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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王思北）
为了加强网络生态治理，维护良好网络秩
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构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 10 日就《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
止时间为 2019 年 10 月 10 日。

征求意见稿明确，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
禁止制作含有违反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
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散布虚假信息，
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散布淫秽、色

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等
内容的违法信息。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不得制作含有带
有性暗示、性挑逗、性诱惑的；展现血腥、惊
悚等致人身心不适的；宣扬炫富拜金、奢靡
腐化等生活方式的；过度炒作明星绯闻、娱
乐八卦的；使用夸张标题，内容与标题严重
不符等内容的不良信息。

对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征求意见稿
提出应当切实履行网络生态治理主体责任，加
强本平台生态治理工作。网络信息内容服务

平台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推送信息的，应
建立健全人工干预机制，建立用户自主选择机
制。同时，还应当在首页、账号页面、信息内容
页面等显著位置设置便捷投诉举报入口。

关于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征求意见
稿要求，在以发帖、回复、留言、弹幕等形式参
与网络活动时，积极弘扬正能量，不得复制、发
布、传播违法信息，自觉抵制不良信息。不得
利用网络和相关信息技术，实施侮辱、诽谤、威
胁以及恶意泄露他人隐私、散布谣言、人肉搜
索等网络侵权、网络暴力行为，侵害其他组织

或者个人合法权益。此外，还规定不得通过人
力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
虚假注册账号、批量买卖账号、操纵用户账号
等行为，破坏网络生态秩序。

“网信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会
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网络信息服务严重违
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征求意见稿还指出，
对严重违反规定的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和网络信息内容使用
者依法依规实施限制从事网络信息服务、网
上行为限制、行业禁入等惩戒措施。

湖北将在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安
全总监制度

相关生产经营单位
设“首席安全官”

新华社武汉 9 月 10 日电（记者侯文坤）据湖北省应急管
理厅消息，为进一步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湖北将在
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安全总监制度，在相关生产经营单位设立

“首席安全官”。
根据湖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近日下发的《关于在重点行

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总监制度的通知》，安全总监
是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专职负责人，专门负责监督
管理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包括制止或撤销本单位负责人
下达的任何影响安全生产、可能导致生产安全事故的决定，
管理本单位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和应急救援队伍，
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考核行使“一票否决权”等 10 项职责，
并且原则上不得安排其兼任或兼职其他工作。

安全总监由生产经营单位选任、聘用或由上级生产经营
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委派后，以正式文件予以任命，并书面告
知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和相关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安全总监人选须熟悉安全管理体系，熟悉本行业领域
的安全规章制度、工艺流程、操作规程等，熟悉本单位的高危
工艺、设备、物品、场所和岗位，掌握本单位的安全风险点和
重大危险源；须取得高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或者取得中
级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且在本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
作满 3 年，或者具有高级、中级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且在本
行业领域内从事安全管理工作分别满 3 年、5 年。

此次安全总监制度实施范围为湖北省从业人员 100 人
及以上，或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矿山、金属冶
炼、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粉尘涉
爆、涉氨制冷、船舶修造、航空航天等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
位，同时也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安全总监制度。

据悉，通知还要求将安全总监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和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体系，
对不按要求建立安全总监制度的，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纳入
重点监管范围，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执法检查频次。

受贿2000余万
山西晋商银行原副行长

栗建强被判13年

新 华 社 太 原 9 月 10 日 电（记 者 胡
靖 国 王 井 怀）9 日记者从晋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获悉，晋商银行原党委委员、
董事、副行长栗建强犯受贿罪、行贿罪
被 判 处 有 期 徒 刑 13 年 ，并 处 罚 金 200
万元。

经审理查明，2002 年至 2017 年，栗建
强在任中国工商银行大同市分行行长、
运城市分行行长，太原市商业银行行长，
晋商银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 2005.67 万
元，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

益，向他人行贿，折合人民币 110 万元。

法院认为，栗建强受贿数额特别巨

大，行贿情节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栗

建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主动交

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

实、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认罪悔

罪，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赃物、缴纳罚金，

依法对其犯受贿罪从轻处罚，犯行贿罪

减轻处罚。

日前，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3 年，

并处罚金 200 万元；对栗建强受贿所得财

物及其孳息全部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据新华社济南 9 月 10 日电（记者萧海川
闫祥岭）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10 日对
山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主任委员刘士
合受贿一案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刘士合以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并处罚金 400 万元；对
其受贿所得赃款及受贿房产出售所得收益予
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 年至 2018 年，被告
人刘士合先后利用担任中共滨州市委常委、邹
平县委书记、菏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
共莱芜市委书记、东营市委书记、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等
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 30 个单位或个人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项
目招标、政策扶持、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
直接或通过他人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或个
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589万余元。

在京冀交界处
参股设赌

北京警方打掉两个开设
“地下”赌场犯罪团伙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鲁畅）
记者 10 日从北京市公安局了解到，针对
有媒体报道在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青
云店等地存在“地下”赌场的情况，北京
市公安局近期打掉两个赌博团伙，对 61
名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会同河
北省公安机关，打掉一个位于河北境内
的赌博团伙，对 8 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行政拘留 6 人。

经警方侦查发现，“穆某某、李某某
赌博团伙”主要组织者为 10 人，以参股
形式开设赌场，在京冀交界地带流动从
事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并于 2019 年 5 月
后流动到大兴区继续“开局”。为逃避打
击，穆某某安排专人在大兴区租用两个
偏僻场地作为赌博场所，其间，频繁更换
赌博地点，并安排专车接送赌客，赌场四
周安排放哨把风人员，参赌人员出入赌
场都需赌场内部人员引导。

另一个“金某某、冯某某赌博团伙”
主要组织者为 6 人，该团伙组织结构、犯
罪规律与“穆某某、李某某赌博团伙”相
似，作案时警惕性极高。

经初步审查，被抓获的涉案人员中
有一半以上具有违法犯罪前科，团伙成
员对相关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截至目
前，以上两个赌博团伙的 61 名涉案人员
全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相关未到案
人员已被网上追逃。

我国智慧法院建设成效显著

81.8%法院
支持网上立案

新华社广州 9 月 10 日电（记者周颖）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张述元 10 日表示，以执行信息化、电子卷宗、电子诉讼等为
重点，全国法院深入推进智慧法院建设，目前建设成效显著。

10 日，张述元在广州举行的全国法院第六次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做专题报告，从电子诉讼服务、电子卷宗
随案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以及执行信息化等全流程，介绍
了我国推进智慧法院建设、服务人民需要的进展。

诉讼服务是人民群众感受司法文明的窗口，推进电子诉
讼，让群众少跑腿，又有利于提升诉讼便捷化水平。据介绍，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81.8%的法院支持网上立案，民事案件网
上立案率达到 17.4%。全国范围内实现跨域立案的法院已达
1154 家，占全国法院总数的 32%。

推进电子卷宗，让档案“瘦身”则是打通智能化办案的关
键环节。据张述元介绍，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已有 2864 家法
院建设电子卷宗随案同步生成系统，全国 61%的案件随案生
成电子卷宗并流转应用。电子卷宗已逐渐替代纸质卷宗，改
变法官的办案习惯，为智能化办案打下基础。

部分企业、个人拒不执行诉讼一直是司法领域“老大难”
问题。法院系统则通过信息化建设，助力解决执行难。张述
元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开通了全国法院决胜“基本解决
执行难”信息网，建成统一的执行办案平台和指挥管理平
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还拓展执行联动范围，与公安部、自
然资源部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联网，覆
盖存款、车辆等 16 类 25 项信息，对被执行人主要财产形式

“一网打尽”。
当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还展示了广东法院利用信息

化技术服务诉讼的最新成果，并上线全国首个智慧法院实验
室——最高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广东）实验室。据介绍，实验
室设有诉讼服务、办公办案、线上庭审、智慧执行、区块链研
发、大数据管理等六大实验功能区。实验室将作为全国法院
推进智能化应用的孵化器，以关键技术试验攻关为主业，深
化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审判实践中
的运用，推动诉讼服务和审判辅助智能化。

9 月 6 日、7 日，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第
八督查组针对“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

“山东济宁市梁山县大货车司机接受手机客
户端培训违规收费”问题进行了明察暗访。

督查组发现，一款名为“安途帮”的培训
APP，在未经招投标、始终未签署合作协议、
也未经试点评估的情况下，仅靠交通运输部
门一纸“幽灵文件”“背书”，就堂而皇之地干
起了线上收费培训。

随意加盖公章，一份“幽灵
文件”要求全员培训

济宁市梁山县专用货车保有量5万余辆，
约有 1.2 万名货车司机。梁山县某运输公司
的一名张姓货车司机举报称，在参加当地交
通运输局组织的手机 APP 线上安全培训时，
都要先交费才能学习，每月要交费24元。

督查组核查发现，济宁市交通运输局今
年 1 月 14 日下发《济宁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在
梁山县交通运输行业试点应用“济宁市交通
运输安全培训管理服务平台”的通知》，提出
由重庆替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免费替济宁
市交通部门搭建“济宁市交通运输安全培训
管理服务平台”，并要求不能参加线下培训
的货车司机，要选择远程网络安全教育培训
系统即“安途帮”APP，进行线上培训，实现从
业人员全员参与。通知还明确，今年 2 月至 3
月为培训试运行阶段，4 月 1 日起计划在全市
推广实施。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反馈，培训目
前还未在全市推开。

督查组核查发现，“安途帮”运行8个多月
来，济宁市、梁山县两级交通运输局并未对运
行情况做评估评价，完全背离了通知中所称
的“定期检查和通报‘平台’安全教育培训使
用情况”“评估通过平台教育培训效果”。

督查组了解到，通知虽然加盖了“济宁

市交通运输局”公章，但该局局长和分管副
局长均称不知此事，而具体负责的科长称，通
知是在未经局领导授权同意的情况下加盖公
章发出的。更令人诧异的是，局长和副局长
称“之前不知道有这个通知，6日才看到”。

督查组认为，这份堪称“幽灵文件”的通知，
直接暴露出当地交通系统内部管理的混乱。

神秘APP替换招标确定平
台，号称免费实则强制交费

经督查组进一步了解，早在下发通知一
年多前，即 2017 年 12 月，济宁市、梁山县交通
运输局有关负责人在梁山召开了“梁山县交
通运输企业从业人员教育培训机构评审会”，
选定了神通公司负责搭建线上培训系统。

2018 年 1 月 6 日，济宁市交通运输局网上
协同办公系统以上述评审会圆满举办为标题
发文，称“目前线上培训系统已经成熟，培训内
容切合实际，便于操作，利于从业人员参与”。

但是，据梁山县交通运输局经办人员介
绍，同年 4 月，梁山县交通运输局在赴临沂考
察后“偶然”发现一款名为“安途帮”的线上培
训 APP，随后授意其开发商向济宁市交通运
输局申请在济宁开展业务，并获得市局认可。

几个月后，济宁市交通运输局在未经严
格招投标、始终未签署任何合作协议或合同、
也没有横向对比分析的情况下，推翻之前评
审会的结果，下发通知选定“安途帮”替换之
前确定的培训平台，承担起免费搭建“济宁市
交通运输安全培训管理服务平台”的任务。

督查组核实发现，管理服务平台的确面向
当地交通运输局免费登录，平台公司也确实在
梁山县某技校组织了 151 人次的免费线下培
训。然而，货车司机们使用APP参加培训却不
是免费的，“只有确认线上支付成功，才能在
APP中开始学习，完成时长。每月学习时长必

须不低于2小时，每小时12元。”举报此事的张
姓货车司机说，司机们天南海北跑运输，几乎
没时间回去参加线下免费学习，“这不就是变
相要我们必须线上付费学习吗？”

根据“安途帮”所属的重庆替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官网信息，这家公司“相关产品、
解决方案已经在全国 22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得 到 大 规 模 应 用 ，服 务 全 国 300 多 万 学
员”。在 2018 年一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这
家公司公开称“政府背书、公信力强”“平台
付费用户已达每年 50 万人左右”。

督查组：坚决整改，打通减
税降费“最后一公里”

经当地自查并反馈督查组，截至 8 月 31
日，“安途帮”已录入企业 256 家，参训人员
7290 人，共计收费 314616 元。

对此，当地在两份核查整改情况汇报中
均表示，“培训系统运营商的收费标准是由
厂商自行制定执行”“平台通过 APP 软件收
费是平台自行确定的”。

督查组指出，济宁市、梁山县交通运输
局的行为违背了中央下大力气减税降费、创
造良好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制定政策、出
台文件把关不严、随意性强，造成变相强制
收费，侵害了群众利益。督查组责成当地立
行立改，要以务实措施坚决整改，打通减税
降费“最后一公里”。

当地相关部门明确表示，对督查中发现
的问题照单全收、深入反省、坚决整改到位。
对已缴纳线上学习费用的，于 9 月 10 日前全
部退还本人；立即停止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线
上教育培训，指导运输企业终止与培训平台
的网络应用协议；尽快制定交通运输企业从
业人员培训办法，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培训
方式，保证从业人员培训质量。 （据新华社）

关于机动车
临界年检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定
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以下机动车已临界定
期检验时间，请机动车所有人按时到海口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因篇幅有限，仅列出部分临
界年检车辆，完整信息请查阅海口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网站 www.hkjxj.gov.cn)

特此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 O 一九年八月九日

大型汽车

琼 A0001X
琼 A0008X
琼 A0011X
琼 A0058X
琼 A10541
琼 A15145

琼 A15201
琼 A15205
琼 A15319
琼 A15336
琼 A15440
琼 A15488
琼 A15536

琼 A15586
琼 A16135
琼 A16823
琼 A17378
琼 A17539
琼 A17551
琼 A17675

大型汽车

琼A13032

琼A13048

琼A15701

琼A16691

琼A16903

琼A16928

琼A16972

琼A17085

琼A19500

琼A20081

琼A23582

琼A23630

琼A23718

琼A27691

琼A27790
琼A27793
琼A27870
琼A27883
琼A27909
琼A28008

关于大中型客货车等
机动车逾期年检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
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应当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
验。以下大中型客车、重中型货车、危险品运输车及
校车等机动车未按照规定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请机动车所有人尽快到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
车辆管理所申请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因篇幅有
限，仅列出部分逾期年检车辆，完整信息请查阅海口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网站 www.hkjxj.gov.cn)

特此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 O 一九年八月九日

关于连续3个检验周期
未检机动车强制报废的公告

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的规定，以
下机动车因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 3 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已强制报废，现公告其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及行驶证作废。

请已强制报废的机动车所有人按《机动车登记规定》的要求，将报废机
动车交售给机动车回收企业，提交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由机动
车回收企业确认机动车并解体，向机动车所有人出具《报废机动车回收证
明》，向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二 O 一九年八月六日
附：已强制报废机动车信息（因篇幅有限，仅列出部分强制报废车辆，完

整的已强制报废机动车信息请登录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网站

www.hkjxj.gov.cn查阅。

大型汽车

琼 A13021
琼 A13898
琼 A13923

琼 A13955

琼 A13988

琼 A13989

琼 A13996

琼 A13998

琼 A16688

琼 A16705

琼 A16723

琼 A16968

琼 A20206
琼 A20305
琼 A20351
琼 A21071

琼 A23666
琼 A25979
琼 A26311
琼 A29375

刘士合在法庭上受审刘士合在法庭上受审

《网络生态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不得宣扬炫富拜金奢靡腐化

号称免费实则强制收费
——国务院督查组核查山东济宁培训平台违规收费问题

为30个单位或个人提供帮助
山东省人大财经委原主任委员刘士合受贿5589万余一审获刑15年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今年
再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消防员

招录消防员21806名
据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记者叶昊鸣）记者10日从应急

管理部获悉，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19年度第二次面向社
会公开招录消防员工作近日启动，共招录消防员21806名，采取
网上报名方式，报名时间为9月10日23时至10月10日18时。

应急管理部近日发布《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 2019 年
度第二次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的公告》，9 月 10 日以后，招录
对象可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http://

xfyzl.119.gov.cn）查询招录公告、招录计划、政策法规等信息。
此次招录，定向招录退役士兵 8723 名、公开招录社会青年
12938名、专项招录原公安消防部队解约定向培养士官145名。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招录按照退役士兵、
社会青年两类人员，分类下达计划、组织考核、成绩排名，择优
选拔录用。驻有森林消防队伍的14个省份与本省消防救援队
伍实行合并招录、统一考核、统一排名、统一调剂。对合格的
招录对象按一定比例差额公示，在规定时间可以补录。

这位负责人表示，此次招录改进完善面试办法和体能测
试标准，明确特殊专业人才放宽年龄报名条件和程序，突出
招录对象综合素质考察。对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应
学位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退役士
兵，考核测试面试合格的直接录用；对中共党员、特殊专业人
才等人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

这位负责人强调，此次招录报名阶段面向招录对象公布
《消防员招录知情书》，告知职责任务、消防员编制、退出机
制、日常管理教育模式、非正当原因退出惩戒办法，并通过招
录平台及时公开招录进度和考核测试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