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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将网站推到搜索引擎头条
南京秦淮!两人因开发"搜索作弊器#获刑

"

本报记者 崔洁 肖水金

盛蕾 卜向敏

在网络时代$遇到什么问题

搜索一下$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

习惯$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

越离不开搜索引擎%有人从中嗅

出了"商机&$开发出一套增加网

站点击率的软件$可以轻松把很

多名不见经传的网站$推到搜索

引擎的首页甚至头条%但这种做

法$ 却让用户面临潜在的风险%

经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依法审判$近日$

张兰洋'陶向蒙因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分别被适用缓刑%

开发%第一名&软件

!""!

年出生的张兰洋$虽然

只有初中文化 $却很聪明 $早在

#$!$

年$他就与几个朋友成立了

一家公司$ 专门代理销售软件$

但生意并不好$ 没有多长时间$

其他几个合伙人都离开了公司$

只剩下张兰洋一个人负责公司

的总体运营%

张兰洋又招了
%

个业务员和

!

名客服$ 并招聘了陶向蒙作为

总经理 $负责管理业务员 %张兰

洋公司销售的软件$功能是提升

企业在国内知名搜索引擎中的

排名%很多企业为了推广自己的

网络知名度$的确需要用到这种

软件来提升自己%

但代理软件一两年后$张兰

洋觉得成本太高 $ 赚不了多少

钱$便萌生了自己开发类似软件

的想法$并将软件的名字都想好

了!"第一名&%

通过网络$张兰洋认识了一

名软件编程员$将软件开发的构

架告诉编程员$并支付了
&

万元

开发费以及每月
'$$$

元的软件

维护费%

模拟点击提高客户搜索排名

这款名为"第一名&的软件$

将客户的关键词放到知名的搜索

引擎里$ 将其搜索结果提升到首

页$以此提高客户的浏览量%实际

上$ 这款软件就相当于一个作弊

器$模拟点击$使客户的点击量增

大$从而提高客户的搜索排名%

颇为"专业&的他们$还把软

件分为免费版 '个人版 '专业版

和企业版$明码标价$从
($$$

元

到
%$$$

元不等$并可以充值延长

服务期限%

公司业务员一般在百度上

随意输入一个关键词$ 只看前
)

页的搜索结果$找到潜在客户的

联系方式 $ 然后通过电话或者

**

与对方联系推销软件%

如果对方有需求$就会免费

将客户的百度搜索的排名提升$

排在首页甚至第一位$让客户看

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后$再签订合

同购买软件%

张兰洋还将前期做代理时

的客户都转移到 "第一名 &软件

中$ 声称原来的软件免费升级$

需要客户当时的注册用户名和

密码$等以前的客户切实体会到

"第一名& 软件的好处后再进行

销售%

每完成一单$张兰洋能提成

+,-

$陶向蒙则是
),-

$而业务员

提成
),-

%

东窗事发两人获刑

&,(&

年
"

月
.

日$北京百度

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向南京市公安

局原白下分局报案称! 南京一公

司生产的软件由于干扰百度后台

系统$破坏百度后台系统数据$导

致公众质疑百度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不仅抹黑'玷污了百度公司的

品牌形象$ 更对整个搜索引擎市

场'互联网生态产生了恶劣影响$

要求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同

日$原白下分局立案侦查%

&$!)

年
"

月
+

日$南京市公

安局秦淮分局将此案向南京市

秦淮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因

该案是江苏省第一例通过干扰网

络搜索排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

统案件$该院对此案进行了深入

研究%

该院检委会讨论认为! 行为

人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主观

故意$ 且客观上造成了网络的异

常$干扰网络运行$具有刑事违法

性% 张兰洋等人通过影响百度搜

索结果的方式为自己创收$ 这种

行为影响了其他用户的百度搜索

的体验$也影响了百度的形象$为

用户带来了潜在的危险$ 甚至有

可能带来不可预期的财产损失%

而对百度公司而言$除了直

接的经济损失'机器成本损失等$

间接上用户的信任感等也受到了

影响$对整个搜索引擎市场'互联

网生态产生的影响难以用经济价

值估算%

经秦淮区检察院以涉嫌破坏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张兰洋'陶

向蒙提起公诉$近日$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两人被以破坏计算机信

息系统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二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违法所

得
!/00

万元予以没收%

郭山泽
!

漫画

腌制品中添加亚硝酸盐
南充顺庆：批捕一名危害食品安全嫌疑人

本报讯 "记者刘德华 通讯员韩东 徐昌波$ 为增加

腌制食品的口味和色泽$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随意添加亚硝

酸盐$ 并在自家经营的餐饮店中进行销售$ 结果被执法部

门查获%

.

月
#+

日$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检察院以涉嫌生

产' 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将店主母道斌批准逮捕%

母道斌案发前从事食品行业$ 在顺庆区铁欣路经营着

一家餐饮店% 为增加腌制食品的口味' 让食品的颜色更加

好看$ 母道斌想到了在加工腌制食品的过程中添加亚硝酸

盐的歪主意%

#,()

年九十月间$ 母道斌通过在鲜肉制品中添加亚硝

酸盐的方式自制腌制品
#,,,

余斤% 至案发时$ 其中约
%,

斤

腌制品已在餐饮店销售给客人食用%

#,()

年
(#

月$ 南充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抽样检查

中发现母道斌经营的餐饮店违反国家规定$ 生产并销售添加

了亚硝酸盐的腌制品$ 遂当场扣押了尚未被销售出去的含亚

硝酸盐腌制品%

顺庆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干警在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中

获知此信息后$经调查了解$发现该案已符合生产'销售不符

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立案标准$ 遂建议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将此线索移交公安机关%收到线索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

将被扣押的腌制品样品送相关机构检验' 鉴定% 鉴定意见认

为$该批食品含有亚硝酸盐$足以导致人体严重食物中毒事故

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今年
.

月
()

日$ 顺庆

区公安局将母道斌依法传

唤归案 % 母道斌到案后对

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面粉掺上止痛药变身“千年苗药”
重庆彭水：批捕 $名销售假药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 "记者沈义 通讯员

韩洁$ )本方来自神秘的夜郎古

国 ' 奢香夫人古方 $ 以
#0

味原

生草药配制而成 $ 历经
(%

代传

承**&吆喝得这么好的所谓"千

年苗药& 不过是面粉掺上止痛药

炮制而成%近日$因涉嫌销售假药

罪$ 贵州省大方县居民谢江涛与

其"代理商 &肖波 '冉光艮被重庆

市彭水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据查 $从
#,(,

年起 $谢江涛

在贵州省大方县'毕节市$江西省

遂川县等地的集市地摊上$以
,1)

元钱
2

颗的价格$ 购买一种黄色

药丸后$ 在网上下载苗族老人的

图像' 药品功能说明并印刷包装

袋$制作名为 "蛇毒风湿王 &'"舒

筋活血丸&的"千年苗药&$声称能

够治疗风湿'腰椎间盘突出'筋骨

疼痛等疑难杂症$ 在彭水县各乡

镇摆摊出售%

&,(,

年下半年$ 彭水县居民

肖波联系上谢江涛$称要代理销售

谢江涛的"千年苗药&%两人达成合

作意向后$ 谢江涛便在此后
+

年

里$多次通过快递公司向肖波出售

大量的 "蛇毒风湿王&'"舒筋活血

丸&%

&,()

年起$ 谢江涛又以相同

的方式$向冉光艮出售大量的"蛇

毒风湿王&'"舒筋活血丸&$由其在

重庆市区'彭水县内销售牟利%

今年
+

月
('

日$家住彭水县

诸佛乡的居民方某经人介绍 $向

肖波购买了
(,

包"蛇毒风湿王&'

&

包 "舒筋活血丸&$ 准备吃的时

候$发现药品包装上没有"国药准

字文号&$遂向公安机关报案%

检察官介绍$ 号称有透骨草'

追风藤'蜈蚣等
&0

味中药的"蛇毒

风湿王&'"舒筋活血丸&$ 经鉴定$

其主要成分不过是面粉和止痛药%

工程项目和药品采购成了他的“提款机”
安徽六安市人民医院原院长一审被判十年半

本报讯 "记者吴贻伙 通讯

员姚捷$

.

月
&+

日$安徽省霍山

县法院对该省六安市人民医院原

院长朱德昌涉嫌受贿一案作出一

审判决$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十年零六个月$ 并处没收财产

(,

万元% 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表

明$ 朱德昌原所在医院的重大工

程建设项目和药品采购工作几乎

成了他的"提款机&%

今年
'"

岁的朱德昌自
&,,+

年
+

月起担任六安市人民医院院

长$ 案发前任六安市卫生局正处

级调研员 % 检察机关指控称 $

&,,%

年至
&,,.

年 $ 安徽天成建

设有限公司承建六安市人民医院

综合门诊楼工程期间$ 朱德昌利

用职务便利$ 在施工管理' 施工

进度' 工程款拨付' 工程决算等

方面为该公司提供便利和帮助 $

先后
'

次收受项目负责人李某所

送现金
+%

万元 %

&,(,

年春节前

至
&,(&

年中秋节 $ 朱德昌又为

该公司承建六安市人民医院外科

医技楼工程等方面提供便利和帮

助$ 先后
0

次收受李某所送现金

",

万元%

此外$

&,(,

年中秋节到
&,()

年春节前$ 朱德昌为合肥康丽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六安市人民医

院签订医用耗材集中供应合同 $

以及在合同执行' 货款支付' 合

同续签过程中提供便利和帮助 $

先后
(+

次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

人霍某所送现金
")

万元%

包括上述贿赂在内$ 朱德昌

在六安市人民医院重大工程建设

和药品集中供应等方面为他人牟

利$ 先后
),

次收受贿赂共计
&."

万元%

对于检察机关的上述指控 $

一审法院全部予以采纳$ 鉴于案

发后朱德昌的亲属代其退出了全

部赃款$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出

上述判决%

据悉$ 朱德昌涉嫌受贿一案

系六安市检察院在办案中自行发

现 $ 并于今年
)

月
&(

日立案侦

查% 案件侦查终结后$ 六安市检

察院将此案交由霍山县检察院审

查起诉%

利用影响力受贿200余万元
怀化洪江：对一起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案立案侦查

本报讯"通讯员向正生$ "我

是来投案自首的$ 我愿意如实交

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近日办理一

起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时 $犯

罪嫌疑人袁某主动到湖南省怀化

市洪江区检察院投案自首%目前$

该院已以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对袁某立案侦查%

经询问$ 现年
'&

岁的袁某系

个体户$ 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原

从事建筑施工工作%当时$袁某与

湖南省交通厅某实权领导关系甚

好$遂萌生了利用关系在高速公路

建设中牟利的想法%

&,,0

年$袁某

与陈某!另案处理"相识后$达成了

协议!由袁某通过关系中标高速公

路项目$再由陈某出资参与招投标

及施工$利润所得两人平分%

&,,"

年$通过袁某的"活动&$

陈某顺利以河南某公司的名义中

标怀通高速公路第
+(

标段建设

工程%中标后$袁某与陈某又将该

工程转包给他人施工$ 从工程款

中提取所谓的"转包费&

(,,,

余万

元$袁某从中分得
&,,

余万元%

今年
.

月
&&

日$袁某在陈某

被抓获归案后$ 主动来到洪江区

检察院投案自首$ 并交代了
%

年

前利用与交通厅某实权领导的

"关系&$与陈某合伙串通投标$并

收受陈某巨额款项的犯罪事实%

高
校
信
息
公
开

!

列
出
清
单
更
要
盯
紧

"

姜 洪

.

月
&"

日#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布

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部

属高校
(,

月底前公布清单各项内容#包括

(,

个大类
',

条具体项目#招生考试信息&

高校财务& 资产& 收费等社会普遍关注的

'敏感(信息均在其中)

教育是民生的重要内容# 关系到百姓

切身利益# 公开透明的教育环境更是百姓

期盼)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行权力

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完善党

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

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国务

院有关会议多次要求要切实做好高校信息

公开工作) 制定清单是推进教育系统信息

公开工作的重要内容# 有利于提高工作透

明度#确保教育工作在阳光下运行)教育部

自上而下推动高校运行阳光化# 走出了令

人欣慰的一步)

以往高校信息不透明带来不少问题)

首先是给学生报考以及校园生活带来不

便)在高考填报志愿阶段#众多普通家庭的

孩子#因为没有公开便捷的查询途径#对于

所要报考的高校如同盲人摸象) 考生被某

些挂着光环实则条件很差的高校忽悠#报

到时才大呼上当#这种现象时有曝光)而上

了大学#学校奖学金如何评选#学位授予有

哪些基本要求#有些费用收取是否合理#学

生也很难获知)

另一方面#高校信息不透明#更容易导

致社会监督缺失#为暗箱操作留下空间)近

年来曝光的案例表明# 高校腐败已经蔓延

到了招生&学术&资产管理&工程招投标等

众多领域#招生腐败&学术腐败也为社会广

为诟病)查找这些案件发生的原因#信息不

透明&权力缺监督往往都跑不了)

列出清单内容只是第一步# 今后更要

盯紧)盯紧什么*首先是狠抓督促落实#不

能指望所有的高校都自觉执行)毕竟#信息

公开就是请全社会来监督自己# 有没有高

校躲着走不肯公布或者能拖就拖# 不能断

言却也不得不防)信息公开得是不是到位#

有没有避重就轻#也要严格督促检查)

还要盯紧什么*清单暴露出的问题)列

出清单不是目的#方便公众办事+接受社会监督才是更关键

的#也是这一制度的生命力所在)正如教育部所要求的#高校

监察部门要对清单实施开展监督检查# 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对于不按要求公开&不及时更新&发布虚假信息的#由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并依法追

究相关人员责任)希望这些规定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

有关部门对于群众的举报要及时予以回应#在清单中发现犯

罪线索的也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高校信息公开
(,

月底前

就将铺开#期待这一举措顺利

落实#更期待关联的制度不断

完善#充分发挥阳光防腐剂作

用#为高校持久保廉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