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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尚未发现成都周边有秸秆焚烧情况

近日，两高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备受社会关注。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

德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以期通过对

两高司法解释的解读来回应网民的关切。

成都商报记者：

网络犯罪的现状如何？

洪道德：

简单地讲，当前的网络秩序

比较混乱，谣言满天飞。谣言已经严重影

响了整个社会秩序， 渗透到了人们的生

活、学习、工作乃至思维中。网络环境已

经到了必须整顿的地步。

成都商报记者：

作为专家，面对新的

司法解释， 您对普通网民正确在网络上

发表言论有何建议？

洪道德：

我只有两点建议，第一点不

要造谣。造谣都是故意的，不要说自己是

不小心造谣的。第二点不要传谣，要是你

确实不知道信息的真假， 你可以在信息

后面备注该信息未经本人核实， 撇清自

己的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一个平安的城市， 必然是一座

有秩序的城市， 一座有秩序的城市

必然建立在法治基础上。 没有法治

成都，就没有平安成都。

法治是现代国家普遍施行的治

国原则。 但法治大厦不是一蹴而就

的，它需要法律真正树立起权威，需

要人们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法学

家伯尔曼曾说 ：“法律必须被信仰 ，

否则将形同虚设”。这句名言一直激

励着为法治献身和奋斗的后人 。在

建设平安成都，法治成都的进程中，

这句名言也需要深入到每个人的内

心。法律威严高高确立之日，正是法

治成都建成之时， 那时成都一定是

一座更为平安与祥和的城市。

建设平安成都、法治成都。首先

需要一个法治政府。法律尊严首先由

执法者确立的， 执法者必须忠实于

法，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 否则法律就会缺乏现实强制力，

一旦缺少了毫无例外的强制性，法律

的权威以及法治都将是一句空话。

建设平安成都、法治成都还需要

守法的公民， 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使守法成为一种自觉。

当前，成都正在追逐更加现代化

和国际化的城市梦想。平安成都将为

成都的发展保驾护航，法治成都又将

为平安成都保驾护航。而维护法律尊

严，敬畏法律，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

责无旁贷。

成都商报讯（记者 柯娟）

白天是正

规的益智比赛，晚上变成了专业赌场，民

警假扮会员卧底， 将该俱乐部主要成员

一网打尽。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全省

首例“德州扑克”新型赌博场所被查处。

今年，公安部明确了将存在“抽头渔

利”的“德州扑克”定性为赌博行为。7月

中旬， 成都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发现

一家名叫“成都市融通益智文化传播公

司”通过互联网、微博发布德州扑克俱乐

部信息， 招揽人员前往位于成都市高新

区锦城大道989号“格陵兰德州扑克俱乐

部”内打德州扑克。

民警分析认为该俱乐部存在设赌的

嫌疑，市局治安大队随即对该俱乐部的经

营行为进行调查。在调查中，民警扮成该

俱乐部会员，成功摸清了该俱乐部的“经

营”模式。原来，该俱乐部白天以“益智、

娱乐”为名举行正规比赛，晚上组织指定

人员从事赌博活动，俱乐部通过“抽头渔

利”、收取“保险”费等方式从中获利。

8月7日晚， 治安大队联合特警支队

成功在该俱乐部包间内现场挡获涉赌人

员37人，其中赌场股东3人，赌场工作人

员13人，查获筹码面值20余万元，现金5

万余元。经查，2012年以来，加拿大籍华

人Hu� william� wei� min在高新区锦城大

道989号开设名为“格陵兰德州扑克俱乐

部”的场所，并在互联网上以“成都市融

通益智文化传播公司” 的名义大肆发布

德州扑克信息，招揽赌徒前往赌博。

目前， 犯罪嫌疑人Hu� william� wei�

min（男，40岁，加拿大籍，）、孙雄、吴辉、

邓强、林威5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

刑事拘留。同时，对其余参赌人员及工作

人员予以行政处罚，共计治安拘留28人。

截至9月初， 全市共破获涉赌刑事

案件20起， 挡获涉赌违法犯罪人员300

余人，其中刑拘45人，行政拘留102人，

查获赌博机400余台，收缴赌资50余万元。

争做文明守法好市民 建设平安成都法治成都

民警扮会员卧底

端掉全省首例“德州扑克”新型赌场

网络上发表言论

专家建议：不造谣，不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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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前两天 成都空气连续污染

市环保局初步判断周边有露天焚烧秸秆情况，市秸秆禁烧办正全力排查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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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位于成华区猛追湾的四川广电

影视文化广场正式对外试营业，市民可以

登上西部第一高塔339米高的四川广播电

视塔，一览成都美景。与此同时，文化广场

上华润欢乐颂购物中心也开始试营业，市

民可以在此购物、娱乐，213米处的旋转餐

厅、太平洋院线也将于近期开放，包括五

星级酒店在内的整个广电文化广场将于

明年全部建成投运。

昨日早晨9点，电视塔开始对外开放。

购票、安检，登上高速电梯，40秒钟，就从

电视塔零米平台急速上升到208米高度的

室内观光层。在这里，市民可以用触摸屏

操作，通过架设在电视塔更高的桅杆处的

四台互动电子望远镜，实时、流畅、全方位

地看到当前电视塔周围的景象。

通过旋转楼梯， 上到213米旋转餐厅。

基本上40分钟转一圈，可以边用餐边360度

览尽周围景色。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餐厅将

于近期开始营业，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

不过，想要无障碍地看成都全景，还得往

上走，即218米处的室外观光层。在这里，猛追

湾游泳池、锦江、街道感觉就在自己脚下面。

“这不仅能加快猛追湾‘千亿总部集

群’和建设路‘百亿商圈’的建设步伐，而

且更能促进文化强区的建设。” 成华区有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四川广播电视塔为

起点的12公里成华大道已经串起了成都

339、东郊记忆等文化旅游点位，成华大道

正在形成以时尚消费、咨询策划、研发设

计为主的“中央创意大道”。

程华轩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记者 王勤

40秒升至208米

四川广播电视塔昨起试营业

法律威严确立之日 正是法治成都建成之时

□

桑坪

市民陈先生昨日向本报爆料称， 自己于昨日下

午6时左右自龙河（国际）建材装饰城开车沿县道行

驶到石板滩加油站一带时，看到道路两边的农田中有

火光与浓烟，疑似农民在焚烧秸秆。昨晚9时，记者来

到陈先生所述地点，虽然烟雾弥漫，但未发现火光。

石板滩镇负责巡查秸秆焚烧情况的许镇长表

示，自己在巡视中确实看到有焚烧火光，“有些是邻

村的”。而在本村，当天已经巡查到了“一两起焚烧

秸秆的情况”，但“都规模不大”。许镇长称，农民焚

烧秸秆不确定，下一步将加大力度进行督察。

连续两日，成都不断有市民反

映称空气“雾蒙蒙”，城区似被包裹

在一层烟雾中

市环保局昨日上午微博回应： 成都市空气质量监

测显示为中度到重度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2.5

，主要

原因初步判断为成都周边有露天焚烧秸秆情况

石板滩镇：

昨日巡查到一两起焚烧

连续两日， 成都不断有市民反映称空

气 “雾蒙蒙”， 城区似被包裹在一层烟雾

中。昨日，不少成都市民在查看成都空气质

量发布时纷纷发现， 成都的空气质量已显

示为“重度污染”。

昨日上午，记者从成都市环保局获悉，

成都市空气质量监测显示为中度到重度污

染， 而造成污染的原因， 该局官博上称，

“原因初步判断为成都周边有露天焚烧秸

秆情况”。对此，成都市秸秆禁烧办相关负

责人并未予以否认，他表示，目前相关工作

人员已全员出动， 正在对成都周边秸秆焚

烧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但截至昨晚9时，尚

未发现秸秆焚烧情况。

市民称空气“有烟灰味道”

“空气雾蒙蒙的”、“熏得嗓子痛”、“有

股烟灰的味道”……前日起，成都便不断有

网友微博吐槽成都的空气质量。对此，成都

市环保局在昨日上午10时做出了回应，称成

都市空气质量监测显示为中度到重度污染，

首要污染物为PM2.5，其主要原因初步判断

为成都周边有露天焚烧秸秆情况。

成都市秸秆禁烧办：正全力排查

对于“秸秆焚烧”引发近两日污染的

说法， 成都市秸秆禁烧办相关负责人并未

否认，他称“确实不排除这种原因”。但截

至昨晚9时，该负责人称，尚未发现成都周

边有秸秆焚烧情况。

“可能会有，但是目前还没查到”，昨

日傍晚5时，该负责人正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对秸秆焚烧情况进行排查。他称，由于稻谷

迈入收割季节，自9月1日起，相关部门就已

开展了关于秸秆焚烧的督查行动。 而前日

开始，成都空气质量下降，相关工作人员更

是全员出动， 开始对成都市各地秸秆焚烧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据该负责人介绍， 目前， 他们已对新

都、彭州、温江等地进行了巡查，未来还将

加大力度，一旦发现秸秆焚烧情况，将及时

予以阻止。

一位演员在电视塔下表演

旋转餐厅可以通过电子望远镜观测塔外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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