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生长麦子的沃土照样孕育罂粟”，

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网络。 网络为信

息流动提供了广阔天地， 也给信息安全

带来了隐患。

信息流动应该以安全为前提， 一旦

失去安全的护翼， 信息流动就会陷入无

序和混乱。一些网络运营商为追逐私利，

形成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利益链；

一些网络软件自带“黑客”功能，像特洛

伊木马一样悄无声息侵犯公民隐私；虚

假电子商务、 网络敲诈等网上违法犯罪

行为花样翻新，让广大网民防不胜防。

可见，没有安全，“自由”也就无从谈

起。非法有害信息的泛滥，势必伤害公民

的合法权益、破坏网络的公序良俗、损害

社会的公共利益。为了充分释放信息流动

的红利， 就必须消除信息安全的隐患，这

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基本共识，信息安全立

法的呼吁之声也日益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

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对网络

违法犯罪行为形成法律威慑，为维护网络

秩序提供法律依据。这才是对信息自由流

动真正的保护。 （人民日报）

3000多万人次推选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据了解，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调查推选活动由新华社《瞭望

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

国城市发展报告》 联合主办，迄

今已举办六年， 是目前我国最具

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城市幸福感调

查推选活动。

2012年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调查推选活动，依据《瞭望东方

周刊》研发的城市幸福感评价体

系，自2012年9月开始，在全国综

合竞争力前百名的地级以上城市

和综合竞争力百强县中， 遴选出

了5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和50

个县级城市， 委托专业调查机构

进行入户调查。

据介绍， 今年的调查推选活

动突出了民生幸福、生态文明、公

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和城市发展

密切相关的主题，涉及人情味、交

通状况、医疗条件、教育质量、自

然环境、房屋价格、物价水平等22

个指标。截至2012年12月，活动共

采集2万多个独立入户调查样本，

全国共有3000多万人次参与了报

纸、网络问卷调查。

音乐人家

成都市区，昨日迎来了冬日里难得的懒阳。曹家巷，63岁的杨冬梅端坐在自家狭小

的房间里，戴上耳机，握着麦克风，对着电脑愉悦地唱起那首熟悉的歌

盼搬新家

最近，除了乐声绕梁，灿烂的笑容也挂在这一家人的脸上。杨婆婆一家搬新房的梦

想就快实现了。将改变这一切的，是成都正在大力实施的“北改”工程，曹家巷这个位于

市中心区的“危旧房棚户区”即将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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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个月的评选，以“民生幸福·成就

中国”为主题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调查推选活动” 颁奖仪式于昨日在京举

行。 成都从5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脱

颖而出，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

誉大奖———中国最美幸福城市大奖”。

据悉，这已是成都第六次获此奖项，此

前曾先后获得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特别大奖”、“民生

贡献特别大奖”、“民生成就典范城市最高

荣誉奖”等奖项。

最美幸福·声望

现场点评，幸福成都名副其实

昨日下午的北京，阳光明媚，草地上还

有未化尽的积雪， 大风吹起， 带来阵阵寒

意。但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内，却洋溢着

幸福的温暖之意，“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调查推选活动”颁奖仪式正在火热进

行中，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个城市代表济

济一堂， 共同见证着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的诞生。

经过组委会评审确定， 最终10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和10个县级城市分别获得最具

幸福感城市殊荣。其中，成都与杭州同获中

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荣誉大奖———中国

最美幸福城市大奖。此外，双流县也在县级

城市评选中获得幸福城市奖项。

“经过《瞭望东方周刊》及活动组委

会历时3个月的调查推选，今年成都在城市

幸福感评价体系检测中，22个指标均名列

前茅。根据测评情况，成都在践行‘美丽中

国’精神中，从众多地级及以上城市中脱

颖而出，获得了‘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最高

荣誉大奖———中国最美幸福城市大奖’。”

活动主办方之一，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副总编辑赵悦表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具

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的结果完全由民

众投票产生，选出的是老百姓自己心目中最

具幸福感的城市。赵悦认为，成都通过领先

发展、惠民为先，不仅使其一如既往地“幸

福”，其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成绩在全国

城市中也非常突出。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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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中国最美幸福城市

成德南高速公路成都至三台东枢纽互通97公里昨日18时通车，西充至李桥枢纽互

通10公里今日20时通车

成德南高速收费时间预计为2013年的春节前后

美丽成都

成都已立法保护全市山、水、田、林，还将启

动环城生态区建设，构建“六湖八区”生态湖泊

水系，打造规模宏大的大都市湿地景观

成都从5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脱颖而出；评价体系检测

中，成都22个指标均名列前茅

民生成都

2012

年，成都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

共服务均衡化的预算支出高达

140

余亿元，民生

支出占市级公共财政支出比重达

62.3%

财富成都

2011

年，成都

GDP6950.6

亿元，主要经济指

标增幅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排第一， 今年

1～9

月，全市

GDP

达

6001.9

亿元，同比增长

13%

。

“幸福的理由可能千

差万别，但是成都之所以

能够成为一座幸福的城

市，在于它能够对每一个

人的幸福追求都给予包

容和关怀，让每一个生活

在这座城市的人都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成都通过领先发

展、惠民为先，不仅使其

一如既往地‘幸福’，其在

生态文明方面的建设成

绩在全国城市中也非常

突出”

“成都拥有宜人的环

境，再通过一系列‘民生

工程’， 使得城市精神文

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都有所提升，进而使得成

都的幸福感不断提升，这

从百姓和落户成都的企

业都可以看出”

“不是有这么一句

话吗，‘成都， 一座来了

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百

姓 的 生 活 质 量 不 断 提

高，幸福感强，自然不愿

意离开成都”

“成都近年来产业的

大发展，对企业的吸引力

也越来越大，自然都纷纷

选择落户成都”

■新闻链接

幸福就是 唱着歌等搬新家

幸福就是 高速通了先免费

本报记者潘媛新书《盐巴》首发

四川省14名学生入选北大2013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候选生，全国共

417名高中生入选

在综合考生表现和专家评审意见后， 北大自主招生专家委员以匿名投票

的方式决定了每位入选学生最后可获得的优惠幅度

实外的陈叙同获一本线以上降60分录取的资格，而七中的白书豪拿到了

最大优惠———降至一本线录取

广东 2016年起，经县（市、区）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认定的在广东省

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并连续3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住证、按国家

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会保险累计3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 其随迁子女在广

东省参加中考并在父母就业所在城市具有高中阶段3年完整学籍的， 可报名

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省户籍考生同等录取。

这一年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北改工程

央视昨播“曹家巷的音乐人家”

02

成德南高速 通车路段暂不收费

04

习近平踏雪看望河北困难群众：

李克强冒雪探访深山农户：

就想看看还有什么困难和心愿

13

人民日报评“加强网络信息保护”：

安全流动，才能自由流动

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

党建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成都已有哪些实践探索？ 还将采取哪些具体措

施？近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多个部门寻找答案。

3年内

机关干部下派部门全覆盖

09

旋律飞扬迎新年

市委市政府举办2013成都新年音乐会

02

飙车救病娃 时速190免罚

23

校长推荐上北大

最低一本线

高考优惠

10

北京随迁子女

满足条件可考高职

异地高考

17

围棋冠军古力 明天重庆大婚

20

14

声 音

北京 从2013年、2014年起，符合相关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选择在京

参加中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高等职业学校的考试录取以及开放大学、网络

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北京市成人高考等考试录取。同时北京市按教

育部相关文件规定、 经学生户籍所在省同意后为学生提供高考文化课在京借

考服务。

我就是要看真实的贫困状态

摄影记者 王勤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