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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涛

上午查询手机套餐流量还剩
!""

多兆!晚上已欠费竟高达
#""

元!张先

生至今搞不清自己在连接了
$%&%

的

前提下!数千兆流量是如何跑掉的"更

让他不解的是 ! 其手机套餐流量在

'(""

兆左右! 但中国移动从其使用

'"""

兆后就开始套餐外计费!差额达

(""

多兆" 因迟迟得不到移动方面的

合理解释!张先生一纸诉状!将中国移

动告上法庭"近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

已经立案!

)

月
)*

日"北京晨报#$%

刚刚过去的
'+)(

年!有几起比较

大的 #流量事件 $引起了网民的广泛

关注% 一件是湖北武汉用户陈女士!

手机流量一夜间就跑掉了
(",

&还有

一件是广东的龙女士!手机放在抽屉

里充电!却在
-

小时里莫名其妙地跑

掉了
'-,

流量'(这两起事件中!当

事人都是求助媒体反映问题!并没有

选择与运营商对簿公堂%张先生这次

选择将中国移动告上法庭!显然有着

别样的法律意义 ! 无论最终结果如

何!都或将成为
'")!

年广大移动端网

民关注的案件之一%

此案中!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运

营商进行解释)

$%&%

开启的情况下为

什么会偷跑那么多的流量*运营商为

什么在用户欠款数百元的情况下才

发短信提示 *运营商方面 !真的就没

有更好的预警或提醒机制了吗*''

虽然关于此案的一些细节!还没有完

全搞清楚 !比如 !手机是不是染上了

病毒 !手机是不是开放了热点 !手机

是不是有偷流量的
.//

!但是 !需要

让运营商方面解释清楚的事情!运营

商就不应该含糊而过+

智能手机时代! 流量已经成为网

民的,标配$---无流量!不网民%工业

和信息化部公布通信行业运行数据显

示! 我国每月流量使用已经超过
01'

亿
,

!

'")(

年流量使用超过
'")0

年

)""2

&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

到
-!)1!3

&手机上网流量占移动互联

网总流量的
*4152

((此语境下 !几

乎所有的网民!都要定时察看自己的手机还有多少流量!本月

是不是还要增加流量包!下月是不是开通更大的流量套餐%

流量!已经成为各大运营商重要收入来源%有业内人士

称!各大运营商早在
'")-

年就进入到了,流量红利$时代%因

此!从企业逐利角度看!各大运营商是希望网民们多耗流量

的%同时!一些
.//

尤其是一些预装的无法卸载的
.//

!也在

可着劲儿地偷流量以证明自己的
.//

的使用,盛况$%

流量如此重要! 在我国却几乎没有合理科学的监管机

制% 没有法律制度保护! 没有明确的政府部门进行监管 !

如何提醒. 如何预警! 都是运营商自己说了算% 这样的现

实下! 任何一起法律案件都有可能激起整个网络社会的关

注! 继而为行业健康发展 ,抛砖引玉$% 需要明确的是! 流

量问题并非小事情 ! 只

有做好流量保护工作 !

才能够称为足够安全的

信息社会%

了解中增强对规律性的认识
———让人民群众从深化司法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述评之二

□张 坤

要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改革

的路径! 增强遵循相应规律科学

性. 时代性的认识%

人民群众希望了解司法改革

的一些具体路径与原则! 同时也

希望了解这些路径与原则是遵循

了哪些相应规律! 明白易懂有说

服力% 譬如司法审判独立. 司法

职业成长. 各地具体司法改革实

践探索. 司法以案定员优化人力

资源调配. 司法改革宣传和发言

人制度等等! 都有其相应的自身

规律! 都要遵循% 近年来中央政

法委不少新闻信息通过新媒体有

效传播的探索 ! 令人耳目一新 !

也是遵循传播规律的体现%

要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改革

的路径! 首先要加大司法改革宣

传和完善发言人制度! 建立官方

的信息平台! 通过人民群众熟悉

的传统方式! 如报纸. 电视等和

新发展起来的方式! 如网络. 微

信等! 及时. 准确. 完整地对司

法改革进展. 遇到的问题. 采取

的应对机制等进行报道% 要适时

发出权威 . 正面的声音进行引

导! 树立官方权威! 及时回应社

会的关注! 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应

急机制% 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深

化司法程序公开! 打造阳光司法

工程 ! 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 .

裁判文书公开. 执行信息公开三

大平台建设! 增进公众对司法的

了解. 信赖和监督% 根据相关部

门公布数据! 截至
'")!

年
)

月!

全国已有
-"""

多家法院实现了

向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裁判文

书! 已公布裁判文书
)0*-

万份!

总访问量达到
01)4

亿人次% 三大

平台建设是司法系统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的表

现! 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 有

利于增强司法透明度 ! 强化监

督! 防止司法权滥用%

其次要允许群众表达意见 !

建立完善的沟通渠道! 建立健全

科学的司法改革评价机制% 在改

革方案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要

采取多种形式主动征求各方面意

见 . 建议 ! 如召开专家研讨会 !

各方的座谈会. 听证会等! 吸纳

社会各方的智慧. 力量! 通过引

入群众的参与把群众对法治国家

建设的强烈愿望引导到关注. 支

持司法改革上来! 共同建设人民

满意的司法体系% 同时注意司法

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沟通! 近年来

不少案件中! 司法人员与案件当

事人在案件中的对抗性被过分夸

大 ! 尤其是
'")(

年北京市通州

区法院法官 ,打人$ 案更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结果也发人

深思 % 司法人员是改革的亲历

者. 承担者. 参与者! 不应将司

法人员放在群众的对立面! 而应

建立司法人员与普通群众的良好

互动! 使彼此相互理解! 让不同

声音碰撞! 达到自我修正! 形成

共识%

要让人民群众了解司法改革

的路径! 还应正确对待媒体对司

法改革的报道% 参与改革实施的

部门也要与媒体打好交道! 善用

媒体为改革发声 ! 为改革出力 %

有关司法改革的媒体报道! 经常

会引发强烈关注! 这既反映了公

众对司法改革的期待! 也反映了

公众对司法改革权威信息的热切

需求 % 但是 ! 媒体是把 ,双刃

剑 $! 在积极宣传的同时 ! 一些

处理不当的报道也容易引起公众

的过分解读 ! 从而引来各种误

解% 尤其是具体到一些个案的时

候! 舆论导向往往对司法造成了

很大影响!从当年轰动一时的,二

奶继承案$到,彭宇案$!再到后来

影响巨大的,李昌奎案$,许霆案$

,李刚案$! 都多多少少因媒体的

过度报道而影响了案件的判决 %

媒体在报道时必须秉持公允立

场! 平衡各方面的声音%

媒体对公众普遍关心的大事

件应当进行持续的跟踪报道! 使

公众了解到事情的始末并对司法

进程进行监督 %

'")(

年
*

月
)'

日! 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化学品

仓库发生爆炸事故! 造成
)5-

人

遇难! 大批房屋损毁和巨额经济

损失 %

'")(

年
*

月
'5

日 ! 检察

机关成立的检察调查专案组初步

查明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天

津市和滨海新区安监局. 天津新

港海关. 天津港 !集团$ 有限公

司等行业监管部门在审批. 管理

和监督等环节存在严重失职渎职

问题 % 事故涉及政府部门
))

名

相关责任人被依法立案侦查并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 %

'")(

年
)'

月

'"

日! 深圳光明新区渣土受纳场

发生重大垮塌事故 ! 造成
--

栋

建筑物被掩埋!

5

人死亡! 仍有

5(

人失联 !

4"

家企业 .

0!-"

名人

员受到影响% 国务院深圳光明新

区 ,

)'

/

'"

$滑坡灾害调查组经调

查认定! 此次滑坡灾害是一起受

纳场渣土堆填体的滑动! 不是山

体滑坡!不属于自然地质灾害!是

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这些重大公

共安全事件! 都通过媒体及时报

道权威信息而满足了公众知情

权! 防止了次生舆情的进一步孳

生.蔓延%

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在公开

透明中了解路径. 认识规律! 才

会真正地感同身受! 减少一些抗

拒和非理性认识! 更加理解司法

改革为什么要 ,去行政化$ ,去

主观化$ 等! 更加理解诸如增加

合同制司法辅助人员这些新举措

也是一种优化司法权运行规律的

体现! 等等%

通过了解消除误解! 我们还

可以做得更多%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总编辑$

广东检察机关决定对姚小平立案侦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戴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

'")!

年
)

月
)!

日! 经广东省检察院指定管

辖!广东省中山市检察院依法对广东省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姚小平0正厅级1涉嫌贪污"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

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四川省检察院对陈能刚决定逮捕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戴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了解到!

'")!

年
)

月
)-

日! 四川省检察院经审查!

依法对四川省资阳市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陈能刚0已

退休!享受正厅级待遇1以受贿罪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福建检察机关对欧阳天秋
涉嫌受贿案移送审查起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戴佳$ 记者今天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日前!福建省公安消防总队原副总队长欧阳天

秋0副厅级1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由福建省宁德市检察院侦查

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 要着力形成对

外开放新体制 $ 实践告诉我们 !

要发展壮大! 必须主动顺应经济

全球化潮流! 坚持对外开放! 充

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

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 要不

断探索实践! 提高把握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 提高

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是一个抽象

的" 玄奥的概念! 不能只停留在

口头上" 止步于思想环节! 而要

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 $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我们要根据现有条

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 积

小胜为大胜! 不断朝着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习近平强调! 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产力!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

整!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

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要通过

一系列政策举措! 特别是推动科

技创新" 发展实体经济" 保障和

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 来解

决我国经济供给侧存在的问题 $

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既

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 既突出发

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

系!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 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 要

从生产端入手! 重点是促进产能

过剩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化重

组! 降低企业成本! 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增加公

共产品和服务供给! 提高供给结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

性$

习近平指出! 新发展理念要

落地生根" 变成普遍实践! 关键

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动 $

要深学笃用! 通过示范引领让干

部群众感受到新发展理念的真理

力量! 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历史

学 ! 多维比较学 ! 联系实际学 !

真正做到崇尚创新 " 注重协调 "

倡导绿色 " 厚植开放 " 推进共

享$ 要用好辩证法! 对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进行科学设计和施

工! 坚持系统的观点! 遵循对立

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

之否定规律!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善于把握发展的普遍性和

特殊性" 渐进性和飞跃性" 前进

性和曲折性! 善于把握工作的时

度效$ 要创新手段! 善于通过改

革和法治推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 发挥改革的推动作用" 法治

的保障作用$ 要守住底线! 在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及时化解矛

盾风险!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

仗! 层层负责" 人人担当$

习近平强调! 党的干部是党

的事业的骨干$ 要加强对干部的

教育培训! 开展精准化的理论培

训" 政策培训" 科技培训" 管理

培训" 法规培训! 增强适应新形

势新任务的信心和能力$ 要把严

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

起来 ! 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 "

充满信心 ! 积极作为 " 敢于担

当$ 要支持和保护那些作风正派

又敢作敢为 " 锐意进取的干部 !

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

性" 主动性" 创造性! 激励他们

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

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

党和国家发展全局高度! 从理论

和实践" 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

度! 对经济发展新常态" 新发展

理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

问题作了深刻阐述! 并对落实好

新发展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 讲

话对深化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常态

下发展规律的认识! 做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各项工作 !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希望同志们

深入学习领会! 做到认识上更加

到位! 行动上更加自觉! 工作上

更加有为 $ 李克强强调 ! 当前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 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 ! 要以新发展理

念引领改革发展 ! 着力推进结

构性改革 ! 更加注重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 更好汇聚发挥

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

培育发展新动能 ! 改造提升传

统动能 ! 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 " 迈向中高端水平 ! 实现

&十三五' 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

员副委员长! 国务委员! 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

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 解放军及武警部队

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研讨班$ 各民

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以及有

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上接第一版$

检察机关强化监督'杜绝

病死猪毒鸡鸭上百姓餐桌

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喜欢炖

汤的福建宁德人到宁德市农贸市

场采购整鸡整鸭时! 不再担心买

到手的是不是用&工业松香'泡过

的了$

宁德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处

长钟明告诉记者!

'")(

年
5

月!他

们察觉到农贸市场上使用沥青 %

工业松香等原料去除禽畜毛的不

法行为已成公开的秘密! 便联合

多部门共同 &亮剑 '!一举查获黑

作坊
))

个$检察机关从中监督立

案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案件
))

件
)(

人 ! 目前已有
0

件
5

人被作出有罪判决$

食品安全! 是距离普通老百

姓最近的安全$最高检于
'")(

年

-

月部署开展了&危害食品药品安

全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曹建

明检察长要求全国检察机关集中

查办一批典型案件! 切实保障人

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

山西%吉林%安徽%广东%福建

等多地检察机关挂牌督办了涉及

病死猪肉的食品大案! 震慑了见

利忘义的不法商贩$ 检察机关还

通过发检察建议! 督促有关部门

加强源头监管! 推动建立保障食

品药品安全的长效机制$

通过一年的努力 ! 在四川 !

农民知道病死猪肉不能卖 ! 火

锅店员工知道回收油不能用 $

成都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一位

检察官告诉记者 !成都市有两个

处理病死猪肉的地方 !以前每天

只能收到十来头 ! 现在每天的

收纳量上千 ! 这些变化都让老

百姓感到放心$

依法办理涉网新型案

件'让公众上网更安全

'")(

年
))

月
)(

日! 上海市

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全国

首起流量劫持刑事案件!由浦东新

区法院作出了判决!司空见惯的流

量劫持行为首次被定罪$北京律师

张海滨认为!这一判决对保障我国

互联网安全与秩序!推进网络空间

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此前 !

'")(

年
'

月
)'

日 !北

京市朝阳区法院对北京口碑互动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及三名高管非

法经营案作出一审判决! 行为人

以非法手段删除不良信息! 获取

巨额利润! 严重危害了网络的安

全性%秩序性和公开性$该判决为

个人的网络行为划定了界限$

按照中央政法委的要求 !司

法机关通过查办涉网新型案件 !

厘清罪与非罪的明确界限! 有效

引导网络生活! 维护互联网信息

安全$

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

也给政法机关防控公共安全风险

提供了新途径$

'")(

年
4

月
'-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中

央综治委主任孟建柱在全国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表

示 !要依托大数据 %云计算中心 !

从多源%分散%碎片化的大数据中

找到规律!维护公共安全!防止各

类风险积聚扩散$

这让正在创业的资深网络工

程师姜天露非常兴奋! 他说(&让

)数据 *服务 )公共安全 *!让 )技

术 *护佑 )平安建设 *!身为技术

人!我们很想参与其中$'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