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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查出脂肪肝，
要不要治疗？

四川名医微坐诊连接华西医生为
你在线答疑。

今天下午3点到4点，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肝脏外科的刘畅医生将做客四川
名医微坐诊，解答您对肝脏方面疑问。

想了解更多关于肝脏方面的信息，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微坐诊直播
间与医生互动。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
还可微信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每
日获得最有用的健康信息。（赵立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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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加强监督评估和科研诚信体系建设。
建立覆盖“三评”全过程的监督评估机制。将

监督和评估嵌入“三评”活动事前、事中、事后全过
程，确保科学、规范、高效。事前，实行诚信承诺制
度，申报人员、评审专家、工作人员均应签订诚信
承诺书，明确行为规范并划定负面行为的底线。事
中，实行重点监督和随机抽查相结合，强化重点环
节监督，加强对各类主体履职尽责和任务完成情
况的监督评估。事后，强化绩效评估和动态调整，
按照合同（委托书、协议书）约定开展绩效评估，评

估结果作为对相关主体今后监督管理和动态调整
的重要参考。建立学术期刊预警监测制度，定期发
布学术期刊预警名单和黑名单。加强与纪检监察
机关等的信息沟通，自觉接受监督。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
忍，完善调查核实、公开公示、惩戒处理等制度。
建设完善严重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系统，对纳入系
统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实行“一票否决”，一
定期限、一定范围内禁止其获得政府奖励和申报
政府科技项目等。推进科研信用与其他社会领域

诚信信息共享，实施联合惩戒。逐步建立科研领
域守信激励机制。将诚信监管关口前移，推动高
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建立完善学术管理制
度，对科研人员学术成长轨迹和学术水平进行跟
踪评价，加强对科研人员和青年学生的科研诚信
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观，潜心科研、
淡泊名利。强化导师对学生发表论文的主要内容
和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及实验的可重复性等的审
核把关。引导学术共同体建立符合本领域特点的
科研诚信规范。 据新华社

伪装成正规APP
传播淫秽视频
青川警方打掉一犯罪团伙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青川县
公安局获悉，该局成功侦破全国首
例伪装成正规 APP 传播淫秽物品
案，抓获主要犯罪嫌人 5 人，查处违
法网站 2 个，淫秽色情手机程序 54
个。目前，执行逮捕犯罪嫌疑人 3
人，取保候审 2 人，色情网站已经被
查封。

今年3月15日，青川县公安局接
到网民举报：有人利用收费QQ群传
播淫秽色情视频，并出售一款用于观
看淫秽色情视频的手机 APP 程序牟
利。经查，犯罪嫌疑人为逃避公安机
关打击，将APP伪装成一个正规的视
频播放软件，购买该软件的网民根据
卖家提供的密码进入特定的“福利
区”，就可在线观看几十万部淫秽视
频。警方介绍，其作案手法尚属全国
首例。

警方称，这款APP程序由犯罪嫌
疑人张某某负责开发设计，同时他还
搭建网站供网民下载。该网站每天的
访问量达 1 万人次，APP 下载量已达
10万余次。为了使APP程序获得更多
收益，张某某在王某的指使下，对软件
功能进行调整升级版本达54次，增加
了广告页面。案发前，该 APP 每天的
下载量达2000余次。

为扩大软件知名度和终端应用使
用量，张某某在网上找到了童某某等
9名人员，负责建立多个QQ群，录制
进入“福利区”的操作流程视频，以此
吸引了5000余名群成员的加入。通过
网络，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胡某某在获
取APP程序后，建立百余个QQ群，大
量发布带有诸如“想看什么片都有，没
有搜索不到的，一次性购买，终身使
用”等诱惑性话语的图文广告，拉拢5
万余名群成员。

2018 年 5 月 2 日，专案组民警兵
分四路，赶赴浙江金华、贵州遵义、福
建福州和宁德及重庆五地。5月8日清
晨，四路专案组成员同时实施抓捕，将
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韩陶陶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我国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
不将论文、外语等

作为职称评审限制性条件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部署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完善调
查核实、公开公示、惩戒处理等制度。建设完善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信息系统，对纳入系统的严重失信行为责任主体实
行“一票否决”，一定期限、一定范围内禁止其获得政府奖
励和申报政府科技项目等。推进科研信用与其他社会领域
诚信信息共享，实施联合惩戒。

汽车保养店当幌子

今年 5 月 21 日，雁江警方接到公安部
的协查通报，称资阳城区一家网店涉嫌非
法销售游戏外挂，要求当地警方核查。

“接报后，我们立即介入调查。”资阳市
公安局雁江区分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介
绍，警方摸排后发现，该网店位于资阳城区
三贤路，其依托的网络科技公司注册地在
成都，云服务器在浙江杭州。然而，该门店
挂的却是“汽车保养”店招。

随后，雁江警方赶赴杭州调取服务器
后得知，该网络科技公司运营的平台，并非
只是一个销售游戏外挂的商家，而是一家
名为“发卡啦自动发卡平台”的游戏外挂销
售平台，注册商家众多。

6月26日，在掌握基本情况后，雁江警
方在店内挡获了王某，当场收缴 2 台涉案
电脑及20余万元违法所得。当时，王某正坐
在电脑前忙碌着。“抓获嫌疑人后，我们发
现，洗车店只是一个幌子，店内并没有任何
洗车设备，只有桌子和两台电脑。”办案民
警说。

收佣金非法获利46万元

当天，王某在现场声称，平台售卖的只
是游戏辅助软件。将王某带回审讯后，其如
实供述了自己搭建“发卡啦自动发卡平
台”，为《绝地求生》《英雄联盟》等热门网游
的外挂销售者提供支付结算服务，从中收
取佣金非法获利的犯罪事实。

经查，2017 年，王某利用父亲的身份
证，在成都注册了某网络科技公司，但其父
亲并不知情。今年1月15日平台上线运行
后，王某以每月4000元工资雇佣堂哥从事
平台的客服工作，其负责平台的推广和日
常运营。自上线运行至案发，平台共吸引了
1.5万余户《绝地求生》《英雄联盟》等热门
网游的外挂销售者注册，在平台上售卖游
戏外挂。半年时间内，平台销售游戏外挂65
万余单，涉案金额达2300余万元，王某从中
收取佣金，非法获利46万余元。

目前，涉嫌违法的“发卡啦自动发卡平
台”已被关闭，王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已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
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他初中未毕业 编程靠自学

23岁的王某是雁江当地人，初三时便
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因此，初中未毕业的他，开始在资阳当地打
工，平时喜欢玩网络游戏。

“我玩网游时知道有外挂，而且利润
大，能赚钱。”7 月 3 日，王某说，2016 年，
他通过网络自学编程，目前“会一些”。直
到今年，他购买程序，搭建了“发卡啦自
动发卡平台”，为游戏外挂销售者提供支
付结算服务。

王某还说，平台搭建的第一个月，销
售额有 30 多万元。在某搜索引擎推广后，
前来平台注册的游戏外挂销售者大幅增
多，平台销售额也猛涨。随后几个月，平
台月销售额最少 300 多万元，最多达 600
余万元。

“我也知道这是违法的，但在被抓之
前，一直心存侥幸。”王某称。

刘云涛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吃鸡”不成蚀把米
小伙建平台卖网游外挂 半年销售2300余万

资阳警方：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如今，不少人都在玩《绝地求生》（俗称“吃鸡”）
等热门网游，有人却从中找到了“商机”，利用游戏
外挂非法获利，破坏公平的游戏环境。7月3日，资
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通报了一起在“净网行动”
中破获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初中未毕业的
“95后”资阳小伙王某搭建“发卡啦自动发卡平
台”，为1.5万余户《绝地求生》《英雄联盟》等热门网
游的外挂销售者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半年内，该平
台游戏外挂成交65万余单，涉案金额达2300余万
元，王某通过收取佣金，非法获利46万余元。

伪装腾讯QQ安全中心盗号
加价上百元卖给诈骗团伙
涉案金额达20余万

2月29日，旺苍县农建乡居民何某
报案称，自己QQ钱包的钱被转走，同
时有人使用自己的QQ号在网上向其
好友借钱诈骗，损失金额共计4057元。

5月10日至12日，警方将犯罪嫌
疑人杨某某、刘某某等人抓获。经审
讯，去年2月至今，犯罪嫌疑人刘某某
通过QQ联系，在网上以15元至50元
1 个的价格，多次向汕头市人林某某
购买含有公民个人信息的被盗 QQ
号、密码等资料。在QQ安全中心填写
购买的QQ号相关资料，非法获取腾
讯公司的申诉成功凭证后，再以每个
QQ 号 120 元或 180 元的价格多次在
网上出售，被杨某某、徐某某等团伙用
于盗窃、诈骗活动。

6月4日，专案组在汕头警方协助
下，成功抓获林某某。经审讯，林某某
供认通过自学搭建用于盗窃腾讯QQ
的平台。从2017年12月份至今大量采
集 QQ 号码，然后通过 163 邮箱发送
伪装腾讯QQ安全中心的链接邮件，
诱使被害人填写QQ号、密码、身份证
号码、姓名、手机号码等信息，非法获
取 QQ 号码相关资料后，向四川、广
西、陕西等地大量出售，涉案金额达
20 余万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韩陶陶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同步播报

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倾向，使人才称号回归学术
性、荣誉性本质，不将论文、外语、专
利、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
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
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提
出多项具体举措，改进科技人才评
价方式。

在统筹科技人才计划方面，意
见指出，要加强部门、地方的协调，
建立人才项目申报查重及处理机
制，防止人才申报违规行为，避免
多个类似人才项目同时支持同一
人才。

在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方
面，意见提出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
评价相结合，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
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引进海外人才
要加强对其海外教育和科研经历的
调查验证，不把教育、工作背景简单
等同于科研水平。对承担国防重大
工程任务的人才可采用针对性评价
措施，对国防科技涉密领域人才评
价开辟特殊通道。

意见要求，坚持正确价值导向，
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承担各类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
奖励、职称评定、岗位聘用、薪酬待
遇确定的限制性条件。

意见明确，强化用人单位人才
评价主体地位，落实职称评审权限
下放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
校、科研院所、医院、大型企业等单
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不简单以学
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
置学术资源。

意见要求，改进科技人才评价方式。
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突出品德、能力、业

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
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
量、贡献、影响。把学科领域活跃度和影响力、重要
学术组织或期刊任职、研发成果原创性、成果转化
效益、科技服务满意度等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在对
社会公益性研究、应用技术开发等类型科研人才
的评价中，SCI（科学引文索引）和核心期刊论文发
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

评价参考。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相结合，尊重
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引进海外人
才要加强对其海外教育和科研经历的调查验证，
不把教育、工作背景简单等同于科研水平。注重发
挥同行评议机制在人才评价过程中的作用。探索
对特殊人才采取特殊评价标准。对承担国防重大
工程任务的人才可采用针对性评价措施，对国防
科技涉密领域人才评价开辟特殊通道。

树立正确的人才评价使用导向。坚持正确价
值导向，不把人才荣誉性称号作为承担各类国家

科技计划项目、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职称评定、岗
位聘用、薪酬待遇确定的限制性条件，使人才称
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避免与物质利益简
单、直接挂钩。鼓励人才合理流动，引导人才良性
竞争和有序流动，探索人才共享机制。中西部、东
北老工业基地及欠发达地区的科研人员因政策
倾斜因素获得的国家级人才称号、人才项目等支
持，在支持周期内原则上不得跟随人员向东部、
发达地区流转。合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逐步建
立高层次人才流动的培养补偿机制。

强化用人单位人才评价主体地位。坚持评
用结合，支持用人单位健全科技人才评价组织
管理，根据单位实际建立人才分类评价指标体
系，突出岗位履职评价，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使
人才发展与单位使命更好协调统一。按照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方向要求，分类完善职称评价标
准，不将论文、外语、专利、计算机水平作为应用

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
落实职称评审权限下放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
件的高校、科研院所、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
主开展职称评审。选择部分国家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试点开展临床医生科研评价改革工作。不
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
学术资源。

加大对优秀人才和团队的稳定支持力度。
国家实验室等的全职科研人员及团队不参与申
请除国家人才计划之外的竞争性科研经费，由
中央财政给予中长期目标导向的持续稳定经费
支持。推动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科研院所完善基
本科研业务费的内部管理机制，切实加强对青
年科研人员的倾斜支持。

科学设立人才评价指标 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

不简单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 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

分类完善职称评价标准，不将论文、外语、专利、计算机水
平作为应用型人才、基层一线人才职称评审的限制性条件。落
实职称评审权限下放改革措施，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校、科研院
所、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选择部分国家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试点开展临床医生科研评价改革工作。不简单
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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