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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居民叫苦：
站台搬远了出行不方便

昨日一早，送孙子上幼儿园的张松
柏走出蓝光香境小区，过了条马路，要
步行400米才能乘坐772路公交车。“本
来小区对面以前有一个站台，但今年4
月搬远了。”等车时，他指了指街对面回
家方向的公交站台，以前这个站台在小
区出大门左侧200米处，同样在今年4月
搬到了离大门400米远的位置。

蓝光香境小区位于光华大道旁的
凤凰北大街，与水韵华府、千禧河畔小
区比邻而建，小区业主出行的公共交
通，主要是靠途经凤凰北大街仅有的
一条公交线路。

去年12月31日，原有的780路换
成了772路，站台的位置变化不大。
以蓝光香境小区为例，业主乘公交

车回家，最近的凤凰北大街站离该
小区只有200米。不过新设的站台才
不到5个月，就搬到了离小区400米
开外的地方。

“每天晚上回家，400多米空旷路
段很吓人。”“天气热起来了，走这么长
的路太恼火了，又没有其他交通工
具。”公交站台搬迁一事迅速在小区业
主群传开。据了解，该小区业主很大部
分是从老家到城里带孙子的老年人，
对这条仅有的公交线路尤其看重。5月
4日，小区业主代表向温江区相关部门
反映了此事。

交通运输局回应：
搬远点是出于安全考虑

昨日，温江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陈波和两名同事赶到现场。在了解了

20多名业主的意见后，陈波表示，站台
搬迁是出于安全考虑。772路凤凰北大
街站台在去年12月31日设置后不久，
小区业主回家方向站台附近设了隔离
栏。有小区业主反映，每次乘公交车都
要跨过隔离栏，很麻烦，老年人很不方
便。蓝光香境小区业主也证实了这一
说法。

据了解，为了整治非法运营的三
轮车和机动车乱停放问题，温江区相
关部门今年对凤凰北大街部分路段的
非机动车道进行了隔离。“我们到现场
进行了实地查看，出于安全考虑，将站
台搬到了离小区400米远没有隔离栏
的路段，并改名为凤凰北大街中站。”

而街对门反方向的站台在设置
后，旁边开出了一个交叉路口。根据城
市公交场站设计规范，在交叉路口附
近设置中途站时，一般设在过交叉路
口50米以外。还是出于安全考虑，小区
对门的站台也相应搬离了原来的位
置。陈波强调：“便民服务，首先要考虑
市民的安全。”

两部门现场踏勘：
站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陈波的解释，让现场群众对站台
设置的难处表示理解。他说，交通运输
局接到反映后，相关负责人就到现场
进行了查看，并提出将原来站台位置
的隔离栏开一个缺口，把站台搬回去。

“但隔离栏毕竟不是我们设置的，我们
不能擅自拆除。”

半个小时后，温江区交警大队
来了一位民警，和陈波在离小区最
近的两个公交站台走了个来回，最
终定下一个方案：在凤凰北大街站
原来位置设置的隔离栏处，开一个
缺口，将站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而
街对面已经搬迁的公交站台保持不
变，将上游的一个公交站台位置延
后70米，尽量让蓝光香境及周边的
群众出行少走几步。

问题得到解决。小区业主表示：
“这给我们带来了长久的方便。”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报道

非法获取个人敏感信息
50条即可入罪

“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

公交站台因民而迁

不安全，搬远点
不方便，搬回来

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
会今日正式开幕。这是成都第三
次举办该会。为期3天的盛会邀请
到众多国内外嘉宾。近日，参加创
交会的嘉宾陆续抵达成都，开始
对成都参观考察。

昨日，双流国际机场T1航站
楼国际到达出口，前来参会的嘉
宾络绎不绝。友好城市市长、议
长、诺贝尔奖得主等拖着行李箱，
笑容满面，期待在成都、在创交会
上收获甚丰。

2017年创交会排上日程的
各类活动已有53项，包括34项
重大活动和专项活动，以及19
场配套活动。其中，34场重大和
专项活动包括：21场创新创业
国际高规格会议，探讨交流全
球创新创业发展趋势；1场创新
创业成果展览，发布和展示全
球最新科技成果；4场创新创业
资源交易，推动资本、人才等创

新创业要素流动；8场创新创业
大赛，促进创新创业项目与市
场资本有效对接。

成都友好关系城市新西兰哈
密尔顿市市长安德鲁·金对成都
的印象不只是大熊猫和火锅，他
认为成都的农业、教育和交通都
做得非常好。连续两年来到成都
出席创交会的日本甲府市市长樋
口雄一表示，成都的创新创业经
验很值得甲府学习，特别是院校
地之间的合作令人称道。

据市外事侨务办介绍，9日抵
蓉的还有斯里兰卡中央省省长萨
拉斯·伊克纳亚克、美国纽约州州
议员菲利克斯·奥迪斯、澳大利亚
黄金海岸市市长汤姆·泰特、墨西
哥梅里达市市长毛里西奥·比拉、
爱沙尼亚塔林市副议长劳瑞·拉
特斯、泰国曼谷市副市长塔维萨·
乐普拉潘等嘉宾。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
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
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当依照刑法相关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罪定罪处罚。

最高法、最高检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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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
解释。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和有
关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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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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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窃取或者以
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前款的
规定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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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
信信息、财产信息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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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条以上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
供前两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的；违法所得
5000元以上的等。

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相关类别公民个人信息“500条以
上”“5000条以上”“5万条以上”，或者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或
具有“造成被害人死亡、重伤、精神失常或者被绑架等严重后果”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的。

什么叫“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规定

司法解释

什么叫“情节严重”

什么叫“情节特别严重”

5个月内，温江凤凰北大街的公交站台又将再次搬迁。去年12
月31日，772路公交站台刚刚设立时，距离蓝光香境等小区只有
200米远。由于受十字路口和街边隔离栏影响，温江区交通运输局
出于安全考虑，将站台搬到小区400米外人流稀少的路段。

然而，这却给小区业主出行带来了不便。得知群众希望站台
迁回，经过现场勘查，温江区交警大队和交通运输局昨日决定将
隔离栏开设一个缺口，让公交站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司法解释明确5大焦点
如何界定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公民个人信息””范围范围？？

这 次 发 布 的 司 法 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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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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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获取提供获取““敏感信息敏感信息””如何量刑如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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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缐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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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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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严打如何严打““内鬼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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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销产品购买个人信息如何惩处推销产品购买个人信息如何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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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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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元以上等情形的，
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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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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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颜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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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如何加大惩罚力度如何加大惩罚力度？？焦点 55

“可穿戴计算之父”
演示最新发明“水风琴”

5月14日，北京将迎来“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北京
市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文杰
表示，高峰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
心举办开幕式、高级别会议全体
会议和6场平行主题会议。雁栖
湖国际会议中心是此次“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
场，集贤厅是高峰论坛圆桌峰会
的主会场，领导人午餐会则在雁
栖酒店的海晏厅举行。

北京市坚决贯彻中央“不扰
民”的重要指示，高峰论坛期间
不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不放

假。缩短安保封控时间范围，最
大限度减小社会影响。改进路线
警卫形式，科学规划交通线路，
通过缩短管制时间、提前发布通
告、加大分流疏导等手段，减少
对社会交通影响。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 北京不放假

友城市长诺奖得主来了
他们为创新而来
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今日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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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主持召开了成都天府空港新
城规划建设专题会。市委副书记、
市长罗强，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
长朱志宏出席。

会议听取了成都天府空港新
城规划建设推进、核心区城市设
计成果等情况汇报。

认真听取汇报后，范锐平说，
建设天府空港新城是省委、省政
府交付成都的一项重大任务，是
市委实施“东进”战略的关键起步
工作，事关全省和全市发展大局。
目前，通过大家的智慧和努力，新
城各项规划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形成了一些契合实际的新思路、
新设计。下一步，要把这些好的思
路和设计充分转化为城市建设发
展的生动实践。

范锐平指出，规划建设天府
空港新城，关键要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要深刻领会和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
会议上提出的“一尊重、五统筹”
城市工作思路，全面学习、消化、
吸收近期中央针对规划建设雄
安新区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
理念，使新城规划建设定位更科
学、特色更鲜明、时序更合理、建
设更可行。

范锐平指出，城市规划是城
市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围绕城市发展的重大战略考量科
学编制总体规划，着眼于成渝城
市群相向发展，着眼于构建“双核
联动、多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

系，着眼于建设“一带一路”开放
门户，着眼于彰显和谐宜居生活
城市的特色，努力让总体规划与
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同时，要坚持
战略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着
力补齐“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
能、中心城区空间布局、“东进”战
略内生动力、高端公共服务资源
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城市能级和
功能品质。

范锐平指出，要提高规划设
计的可操作性和约束性。加强沟
通衔接，推动概念性规划、控制性
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有机统一，
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完成城市总体
规划和建设导则。同时，根据规划
成果，先行启动包括骨干路网、功
能设施、公共交通、综合管廊、产
业社区、旧场镇改造、生态绿地等
方面的项目建设。

范锐平强调，全市上下要进
一步统一对新城新区建设策略的
认识。重点是迅速启动龙泉山东
侧新城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同步
启动重点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
城市设计编制，启动交通、电力、
通信等服务于构建“双核联动、多
中心支撑”网络化功能体系的重
大基础设施工程，有效导入分区
发展的引爆项目，加强土地、房
产、项目等的有效管控，紧扣发展
定位、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有序
引入项目，保持定力和静气，确保
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东进”和
新城新区建设。

市领导王波、谢瑞武、苟正
礼、刘守成出席会议。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推进城市“东进”和新城新区建设

范锐平主持召开成都天府空港新城规划建设
专题会 罗强朱志宏出席

作为2017创交会的重磅子活动，“2017硅谷高科技
创新·创业高峰会（成都）”将于5月10~12日在成都举
行。“可穿戴计算之父”、溢思得瑞首席科学家Steve
Mann，硅谷高创会创始人、执行主席雷虹提前亮相

温江凤凰北大街的公交站台目前离附近小区较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