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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9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道：今天，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
释加大了对被侵权人的司法保护力度，自 2014 年 10 月
10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这次发布的
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 《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
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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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形成了有关互联网法律问题的裁判规则体
系，对于规范网络行为、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具有重要
意义。

现实生活中，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民事纠
纷时有发生，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
问题突出。“互联网行业已经进入了内容、社区和商务
高度结合的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定侵权责任法
规定的‘知道’，需要更加慎重。”孙军工说。

对此，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明
知故犯的 7 个因素。具体说，包括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
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对侵权网络信息以推荐、排名、选
择、编辑、整理、修改等方式作出处理；网络服务提供
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以及所提供服务的性
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该网络信息侵害
人身权益的类型及明显程度；该网络信息的社会影响程
度或者一定时间内的浏览量；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预防
侵权措施的技术可能性及其是否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
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
行为或者同一侵权信息采取了相应的合理措施；与本案
相关的其他因素。

此外，针对现实存在的以非法删帖、雇佣水军等服
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灰色产业，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相关
责任。如被侵权人与构成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擅自篡
改、删除、屏蔽特定网络信息或者以断开链接的方式阻
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
服务提供者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
支持。

遏制网络侵权行为

最高法再出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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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再出司法解释

本报北京 10 月 9 日讯 记者鲍晓

倩报道：今天下午，中央气象台发布
了大雾黄色预警，并将霾预警由此前
的黄色提升为橙色。预计 10 月 10 日，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山
西及陕西等地大气污染仍将维持较重级
别，其中，北京中东部、河北西部沿
山、河南西北部局地有重度霾；苏皖北
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将有大雾，北京
南部、河北西部、山西南部、苏皖北部
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能见度不足 500 米

的浓雾，局地甚至出现能见度不足 200
米的强浓雾。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雾霾天气有所
加剧，但也只能等待冷空气来救场。今
天白天，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新疆及甘
肃河西走廊地区，下午 17 时，新疆大
部、甘肃西部等地出现 10℃-14℃的降
温。中央气象台预计，11 日夜间，冷空
气的前锋将抵达华北、黄淮等重污染地
区，届时，上述地区的雾霾有望被逐步
驱散。

针对多地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环
境保护部今天派出 6 个督查组赴京津冀
地区，对地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进行
专项督查，督促地方政府严格落实重污
染应急措施。环境保护部将继续加大空
气质量监测预测和预警工作力度，及时
发布监测信息，指导各地做好监测预警
和应对工作，并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空
气质量和预报信息。

据了解，有关地方政府已启动重污
染天气应急预案，实施排污企业限产限

排、工地扬尘管理等措施。今天下午，
北京发布重污染橙色预警，河北省发布
区域重污染橙色预警，河北石家庄、保
定、邢台、廊坊等地方政府已分别启动
应急响应预案。按照预案要求，各地采
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向公众发布预警信
息和健康提示；对排污企业限产限排，
部分企业安排停产；加强工地和道路扬
尘管理，增加洒水频次和清扫保洁作
业；实施机动车交通管控；实施燃煤质
量控制等。

多地雾霾预警升级 各方启动应对措施
预计11日夜间冷空气来临将缓解华北、黄淮等地重污染天气

广受关注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 修
订提速。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已经结束。征
求意见稿规定，我国将实施排污许可制
度，同时突出燃煤、机动车等重点领域
及重点区域的大气污染防治等。

在欣喜于其进展的同时，也有专家
指出，目前的征求意见稿还需进一步细
化，使之更具可操作性。如何看待此次

《大气污染防治法》 的修订，其中有何
亮点，还存在哪些问题，记者就此采访
了有关专家。

无证排污按日计罚

征求意见稿提出，排放工业废气或
者排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
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运营单位以及其
他按照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单
位，应当向县级以上环保部门申请取得
排污许可证。

“重视和强化过程性控制制度，是
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模式的一个重大进
步。”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副
主任杨朝霞表示。

根据征求意见稿，排污许可证应当
包括排污单位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种类、
排放量、排放浓度、大气污染防治工艺
和设施等内容。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
或者未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规定排放且拒
不改正的，可自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
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目前我国大气污染防治以预防性
制度为主，比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

‘三同时’（环保设施的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制度，而排污许
可证制度则是针对整个排污过程的一种
过程性治理制度。这种‘预防+治理’
的方式对于大气污染防治是必不可少
的。”杨朝霞说，按日计罚是排污许可
制度得以实施的强力保障，征求意见稿
采纳了这一制度，它将显著提升企业违
法排污的成本，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将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

不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张远航仍有些担忧，“对屡教不
改者按日计罚或累计罚款，看起来很
严厉，但处罚力度到底有多大？如果让
违法者仍有利可图，就是一种放纵。”
在他看来，我国环境保护领域面临的一
个重要问题是违法成本低，要让意图违

法者产生忌惮，就必须以违法行为获取
的利益为基准，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
真正让违法者感到“痛不欲生”，违法
排污的行为才有可能得到有效控制。

强化政府环保责任

大气污染防治，离不开顶层设计和
政府部门的努力。根据修订说明，征求
意见稿遵循的原则之一就是强化责任，
尤其是强化政府的环保责任。

“以前的环境立法重点强调企业的
环境责任，但忽视了各级政府在监督管
理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导致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张远航说，征求意见稿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大气污染防
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大
对大气污染防治的财政投入，并对本地
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建立大气环境保护
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制定环境
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行动方案等，这对完
成 当 地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改 善 目 标 很 有
意义。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根据法律要求，结合本地区机构
设置情况，进一步明确各个部门在大气

污染防治方面的职能职责，并建立健全
相 应 的 协 调 机 制 ， 作 为 考 核 评 价 的
依据。

“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
事实证明，光靠环保部门是不行的，还
要依靠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协调其他
有关部门形成合力。”杨朝霞说，作为
环境保护的重要主体，政府应承担顶层
规划、宏观调控、监督管理和公共服务
等职能，建立环境保护协调配合机制、
联动执法机制、矫正纠错机制和问责保
障机制，以保证各部门的信息共享及环
境执法的有效落实。

重罚违法露天烧烤

与现行大气法相比，征求意见稿还
特别新增“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
治”和“重污染天气应对”两章内容。

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建立重点区
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根据重污染
天气预警等级，实行企业停产、限产，
机动车限行，学校停课等应急措施。

“当前大气污染越来越呈现出区域
性、流动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改善空
气质量仅凭一个城市‘单打独斗’是行

不通的，而是需要统筹处理。”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表示。

对于个体的污染行为，征求意见稿
也有涉及。比如，明确排放油烟的饮食
服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或
者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在政府禁止
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
食品提供场地的，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
所得，并可给予 2000元以下的罚款。

对此，张远航认为，“监管不到位
的问题有可能使提高罚款额度变得毫无
意义。”他说，许多地方的违法露天烧
烤是在人们下班后才开始营业的，通常
采取“游击战”的方式，监管难度非常
大，因此，增加违法露天烧烤罚款额度
的实际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

不仅对监管方面存在担心，“征求
意见稿还有些粗糙，不少条款缺少可操
作性，建议在向人大提交审议前进一步
细化，以便执法和给企业提供规范指
导。”杨朝霞表示。

他说，征求意见稿在大气污染防治
体系上也有结构性的缺陷。控制生产经
营排污是做“减法”，进行生态建设是
做“加法”，要想切实改善大气环境，
光做“减法”是不行的，必须要“加
法”“减法”一起做。

由早先的 66 条扩充至 102 条、相关

章节也进行调整⋯⋯大气污染防治法的

修订工作，终于迈出重要一步，令人期

待。近年来，大气污染往往作为公共事

件见诸报端、引发热议。此次修订，正是

在新形势下，回应社会期待、解决突出问

题、推动污染防治的实质性举措。

大气污染防治，离不开各级政府、

各个部门主体作用的发挥，借以制定更

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践行更加绿色

低碳的发展路径、实施更为严厉有效的

监管措施。这一点，在《大气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都有明

确规定。但主体责任并不意味唯一责

任。由于大气污染治理的高度综合性、

复杂性和关联性，单纯依靠政府一己之

力恐难以单兵突破，必须最大限度发挥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每个公民的作

用，集聚全民之力，打一场全民之役。

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也是生产

活动的大头。在大气污染防治中，一方

面，企业应该严格遵守清洁生产的法律

法规，不偷排偷放，不多排滥排，以实

际行动支持大气治理。另一方面，企业

特别是与污染防治相关的企业，更应依

托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为

大气治理贡献更多科技支撑，提升防治

的效率和水平。

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要发挥点多面

广、辐射力强的优势，以新媒体、新手

段为载体，开展丰富多样、参与性强的

公益活动和公益宣传。既可以传播绿色

低碳的生活理念，还可以分享行之有效

的低碳生活方式。近年来，一些主流媒

体和公益组织，发挥自身优势，为大气

污染防治鼓劲加油。但空间依然很大，

盲点依然很多。

每个公民也应该认识自身责任，发

挥自身力量，为大气污染防治贡献力

量。当下，关于公民在大气污染防治中

作用的认知，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一

个人的力量很小，做与不做无所谓；二是

一心指着别人多奉献，自己“搭便车”。

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大气环境的受益者，

也理应是大气环境的保护者。空气清

洁、新鲜，人人受益。空气污染、浑浊，人

人受损。在大气污染防治中，我们呼吸

相通，命运与共，没有人能做纯粹的旁观

者，每个公民都要争取做防治大气污染

积极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建设者。

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怎么修订
本报记者 沈 慧 实习生 孙 艳

大气污染治理没有旁观者
胡文鹏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9 日 电 （记 者 吴 雨 李 延

霞） 记者 9 日从工、农、建等多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了解到，根据人民银行、银监会调整后的房贷政策，多
家大行已出台了具体措施，并已按照新的房贷政策开始
执行。

工商银行表示，关于住房贷款的政策，人民银行、
银监会在 《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
中已有明确要求，工行将认真贯彻执行。目前，根据新
的房贷政策要求，对于贷款购买首套自住房的家庭，贷
款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30%，贷款利率下限为贷款基准
利率的 0.7倍。

建设银行表示，对无个人住房贷款记录或者已结清
购房贷款，名下无住房的家庭，申请贷款购买住房，执行
首套房贷款政策。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结清相应购房贷
款的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贷款购买住房，可参
照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具体操作由各地分行掌握。

农业银行也明确了支持重点，在优先满足居民家庭
首次购买普通商品房贷款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支持改善
型住房信贷需求，对合理的购房需求，将努力提供更加
优质的金融服务。提高服务效率，逐步推广个人住房贷
款自动审批。科学合理定价，将贷款利率控制在合理
水平。

此外，多家大行均表示，将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的支持力度。坚持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
极支持符合信贷条件的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项目。

国有大行执行房贷新政
支持改善型住房信贷需求

本版编辑 牛 瑾 美 编 吴 迪

本版邮箱 jjrbjrcj@163.com

亚洲自行车展上看“新鲜”

10 月 9 日，观众在自行车展现场参观。当日，2014 亚

洲自行车展览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近 500个品牌的各类运

动自行车、高科技创新设计自行车以及自行车零配件、骑

行服等产品参展。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10月9日下午，中央气

象台同时发布大雾黄色预

警和霾橙色预警。专家表

示，我国治霾要善打“组合

拳”。其中，《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就是一项重要

举措。目前，公开征求意见

阶段已经结束。此次修订

有何亮点、还存在哪些问

题，备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