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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0.9%，猪肉价格同比下降3.2%，拉动

CPI同比下降约0.09个百分点

猪肉高进口量以及猪肉消费量的季节性下降仍会持续一

段时间，预计短期内猪价仍以小幅下跌为主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再出利剑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再出利剑。。日前日前，，最最
高人民法院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关于办理侵犯公关于办理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解
释释》》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强化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进一步维护个人信进一步维护个人信
息安全以及财产息安全以及财产、、人身权益人身权益。。

云南网友切克闹云南网友切克闹：：五花八门的五花八门的““人肉搜索人肉搜索””、、骚扰电骚扰电

话话、、电信网络诈骗令人不堪其扰电信网络诈骗令人不堪其扰，，如何保护公民的人身如何保护公民的人身

权益权益？？

主持人主持人：：近年来近年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仍处于高
发态势发态势，，造成的社会危害愈发严重造成的社会危害愈发严重。。在大量在大量““人肉搜人肉搜
索索””案件中案件中，，行为人未经权利人同意即将其身份行为人未经权利人同意即将其身份、、照片照片、、
姓名姓名、、生活细节等个人信息生活细节等个人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途
径公布于众径公布于众，，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影响其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生活秩序，，危害严重危害严重。。

对此对此，《，《解释解释》》明确明确，，此类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公民此类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的行为个人信息的行为，，也应当认定为也应当认定为““非法提供非法提供””。《。《解释解释》》还还
同时明确了同时明确了““非法获取非法获取””的认定标准的认定标准，，规定规定““违反国家有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关规定，，通过购买通过购买、、收受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息””，，以及以及““在履行职责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
信息信息””，，均属于均属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广州网友名侦探广州网友名侦探：：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侵犯公民什么样的行为会构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个人信息罪？？

主持人主持人：：新发布的新发布的《《解释解释》》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基于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基于不同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
重要程度重要程度，，分别设置了分别设置了““五十条以上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五百条以上”“”“五五
千条以上千条以上””的入罪标准的入罪标准，，即非法获取即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出售或者提供行
踪轨迹信息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通信内容、、征信信息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财产信息五十条以
上上；；非法获取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通信记录、、健康健康
生理信息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财产安全的
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非法获取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第出售或者提供第
三项三项、、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公民个人信息五千条以上。。

安徽网友大山安徽网友大山：：很多网络平台都掌握着海量的个很多网络平台都掌握着海量的个

人信息人信息，，该如何明确其法律责任该如何明确其法律责任？？

主持人主持人：：当前当前，，不少网络运营者因为履行职责或者不少网络运营者因为履行职责或者
提供服务的需要提供服务的需要，，掌握着海量公民个人信息掌握着海量公民个人信息，，这些信息这些信息
一旦泄露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后果一旦泄露将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和严重危害后果。。对对
此此，《，《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明确了网络信息安全的责任主体，，确确
立了立了““谁收集谁收集，，谁负责谁负责””的基本原则的基本原则。。

为进一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切实履行个人信息为进一步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切实履行个人信息
安全保护义务安全保护义务，《，《解释解释》》规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
法律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经监管
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致使用户的公民致使用户的公民
个人信息泄露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
八十六条之规定八十六条之规定，，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以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罪定罪处罚罪定罪处罚。。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李万祥李万祥））

““人肉搜索人肉搜索””要三思要三思，，后果很严重后果很严重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比上
年同期回落 0.7 个百分点。专家表示，猪
肉价格涨幅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 23.3 个
百分点，对CPI涨幅回落影响明显。

猪肉价格历来与 CPI 息息相关。比
如 2015 年 7 月份，虽然全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别同比
下跌 5.4%、6.1%,但猪肉价格同比大涨
16.7%，以致 CPI同比仍上涨 1.6%。

“3 月份，全国 CPI 同比上涨 0.9%，猪
肉价格同比下降 3.2%，拉动 CPI 同比下
降约 0.09 个百分点。”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增勇说。据农
业部监测，全国猪肉价格和生猪价格均连
续 15 周回落。其中，猪肉价格自今年 1
月份第 4 周每公斤 29.35 元，回落至 5 月
份第 2 周 25.58 元，环比跌 1.5%，同比下
跌 17.2%。

针对猪价连续走低，朱增勇表示，原
因是生猪供给恢复，猪肉消费进入淡季；
养殖效率提高、原料价格下跌，降低了养
殖成本。

农业部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生猪
定点屠宰企业 3 月份屠宰 1719.18 万头，
环比增长 13.8%，同比增长 34.9%。今年
一季度，鲜冷冻猪肉进口达 34.62 万吨，
同比大涨 21%。国内生猪供给增加，猪肉
进口增幅明显，导致当前猪肉阶段性供过
于求。另一方面，受 2016 年猪价持续上
涨影响，养殖户养殖效益创新高，能投入
更多资金、精力和技术改善基础设施、提
高养殖技术。较好水平的规模养殖户每
头能繁母猪提供的有效仔猪数达到 20 头
左右，有效地摊低了成本。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玉米平均价格同比下跌 9.4%，育肥
猪配合饲料价格同比下跌 0.4%。据规模
户和养殖企业反映，一季度生猪养殖成本
由上年每公斤 14元降至 12元左右。

“规模较大的养殖企业，如牧原股份、
大北农等，2016 年开始大量增加能繁母
猪和后备母猪存栏。新希望等饲料企业
也开始在东北、内蒙古等粮食主产区布局
生猪养殖。禁养区的产能下降可望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弥补。”朱增勇说。不过，受
欧盟和美国猪肉价格恢复性上涨和欧元
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4 月份国内猪

肉价格与欧盟、美国价差缩小至 8.70 元
和 11.01元。后期猪肉进口量有望略降。

上周末，北京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白条猪批发平均价为每公斤 17.06 元，
年同比大跌 32.16%，降幅继续放大。“上
周出现的最低价，是 2015 年 5 月末以来
的最低价。回顾 2015 年 5 月份至今的肉
价走势，我们可以看到，2015 年 5 月份到
2016 年 5 月份，猪价处于爬坡阶段；2016
年 5 月份以后，猪价总的趋势是下跌，现
在需要对毛猪扩充产能的热情降降温，最
直接的降温方式就是对毛猪价格预期降
温，对毛猪出栏价降温。”北京新发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经理刘通说。

对于后市，朱增勇认为，猪肉高进口
量以及猪肉消费量的季节性下降仍会持
续一段时间，预计短期内猪价仍以小幅下
跌为主。由于适养区生猪产能恢复速度
较平稳，生猪供给增加较温和，猪价不会
持续大幅下跌，5 月底可能会止跌企稳。
三季度猪价将会稳中有涨，但上涨空间也
不会大。猪肉价格总体上将继续低于上
年同期，继续拉低 CPI。

生猪供给增加，进口增幅明显，导致猪肉阶段性供过于求——

短期内猪价仍以小幅下跌为主
本报记者 黄俊毅

自自 55 月月 1717 日开始日开始，，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高温天
气气，，此轮高温在此轮高温在 1818 日达到鼎盛日达到鼎盛，，华北华北、、内蒙古东部内蒙古东部、、黄黄
淮北部最高温度将达到淮北部最高温度将达到 3535℃℃至至 3838℃℃。。此次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
将持续几天将持续几天？？人们如何抵御高温人们如何抵御高温““烤验烤验””？？

河南网友贝影河南网友贝影：：河南北部和西部最先被高温天气河南北部和西部最先被高温天气

掌控掌控，，多地气温突破多地气温突破 3737℃℃，，高温天气何时才能结束高温天气何时才能结束？？

什么原因形成的高温什么原因形成的高温？？

主持人主持人：：中央气象台中央气象台 55 月月 1818 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日继续发布高温黄色
预警预警。。自自 55 月月 2020 日开始日开始，，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受冷空气和降水共同影响，，
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范围将明显缩小北方地区的高温天气范围将明显缩小。。此次高温天气此次高温天气
的形成的形成，，主要是由来自内蒙古西部的大陆暖气团在自主要是由来自内蒙古西部的大陆暖气团在自
西向东缓慢移动西向东缓慢移动，，华北黄淮等地在暖气团控制下出现华北黄淮等地在暖气团控制下出现
晴热少雨天气晴热少雨天气，，导致高温的发展导致高温的发展。。

受大陆暖气团控制受大陆暖气团控制，，此次高温天气呈现出三个特此次高温天气呈现出三个特
点点。。一是日最高气温上升幅度快一是日最高气温上升幅度快，，尤其在午后尤其在午后，，紫外线紫外线
辐射强辐射强，，温度上升最快温度上升最快。。二是空气中湿度较低二是空气中湿度较低，，因此这因此这
种高温天气下公众不会感觉太闷热种高温天气下公众不会感觉太闷热，，天气也较为干天气也较为干
爽爽。。三是昼夜温差明显三是昼夜温差明显，，虽然白天最高气温可达虽然白天最高气温可达 3030 多多
摄氏度摄氏度，，但夜间温度仍然较低但夜间温度仍然较低，，体感比较舒适体感比较舒适。。

山东网友桃花岛主山东网友桃花岛主：：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高温天气应该如何应对呢？？

这轮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何影响这轮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何影响？？

主持人主持人：：气象专家提醒气象专家提醒，，天气晴热干燥天气晴热干燥，，公众尽量公众尽量
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避免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特别是老人特别是老人、、小孩以及体小孩以及体
质较弱的人群要避免在阳光下暴晒质较弱的人群要避免在阳光下暴晒；；同时同时，，各地特别是各地特别是
森林覆盖区还需防范火灾的发生森林覆盖区还需防范火灾的发生。。

此次高温天气对农业影响较大此次高温天气对农业影响较大。。一方面一方面，，前期由前期由
于内蒙古东部于内蒙古东部、、华北等地降水比历史同期明显偏少华北等地降水比历史同期明显偏少，，
一些地区气象干旱程度达到重度一些地区气象干旱程度达到重度，，此次高温天气正好此次高温天气正好
出现在干旱区域出现在干旱区域，，会使土壤水分蒸发加快会使土壤水分蒸发加快，，加剧旱情加剧旱情
的发展的发展。。另一方面另一方面，，目前华北目前华北、、黄淮冬小麦正处于开黄淮冬小麦正处于开
花授粉和灌浆的产量形成关键阶段花授粉和灌浆的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北京北京、、天津天津、、河河
北北、、河南河南、、山西山西、、山东北部等地出现持续晴热山东北部等地出现持续晴热，，空气空气
相对湿度小相对湿度小，，这会导致冬麦区出现干热风天气这会导致冬麦区出现干热风天气，，对冬对冬
小麦灌浆不利小麦灌浆不利，，造成冬小麦灌浆速率下降造成冬小麦灌浆速率下降，，降低籽粒降低籽粒
重量重量。。

对此对此，，华北华北、、黄淮冬麦区需及时做好水肥管理黄淮冬麦区需及时做好水肥管理，，做做
好好““一喷三防一喷三防””工作工作，，增加小麦抗衰能力增加小麦抗衰能力；；墒情偏差地区墒情偏差地区
应及时灌溉应及时灌溉，，改善田间温湿条件改善田间温湿条件。。

四川网友不怕辣四川网友不怕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北方地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北方地区

打工打工，，高温室外工作是不是应该有补贴高温室外工作是不是应该有补贴？？

主持人主持人：：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高温天气是指地市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
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所属气象台站向公众发布的日最高气温 3535℃℃以上的以上的
天气天气。《。《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安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排劳动者在 35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33℃℃以以
下的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并纳入工资总额。。
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高温津贴标准由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制定有关部门制定，，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杜杜 芳芳））

高 温 来 袭高 温 来 袭 ，，如 何 应 对如 何 应 对

“我很痴迷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谈起在中国生活的感受，镜头前的罗马
尼亚留学生彼得满脸兴奋，“现在中国发
展得太快了，已经有了‘新四大发明’”。

古有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
今有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日
前，在一项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
究院发起的调查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0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经过投票，评选出
了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发明”。这也是
他们最想带回祖国的生活方式。

中国建设令人惊叹

排在第一位的是高铁。来自尼泊尔
的留学生那比娜说：“中国首先让我吃惊
的是生活方式，中国人几乎可以在科技的
帮助下做任何事。中国方便的生活太让
人着迷了，我很想把高铁带回尼泊尔。”

“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令人惊叹”
“从北京到上海只要 6 小时，这个距离相
当于布加勒斯特到巴黎”“节省了很多时
间，又比飞机便宜”“我可以看着窗外，看
到各种风景，就好像整个中国都在眼前
移动”⋯⋯风驰电掣的中国高铁，彻底征
服了留学生们的心。

数据显示，到 2016 年底，我国铁路
营业里程达到 12.4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
路 2.2 万公里以上，成为世界上高速铁
路建设运营规模最大、技术最全面、管理
经验丰富的国家。高铁不仅是人们日常
出行的首选，也是我国“走出去”的一张
亮丽名片。

除了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
作为“吃逛买”的必备利器，则带有鲜明
的移动互联网印记。

“扫个码，骑上车，买好东西，再回到
家，都没有人知道。”罗马尼亚留学生瓦
伊达这样描述他的共享单车使用体验。
波兰留学生苏菲则表示，“我觉得，欧洲
如果有这样的支付系统，也会特别好”。

除了“新四大发明”，外卖、快递、微
信、手机、充电宝、老干妈、功夫、茶道等，
也是留学生们屡屡提及的热词。

样本意义很特别

说起这次调研，北京外国语大学丝

绸之路研究院执行院长吴浩在接受经济
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专访时，用“预料
之中”和“没有想到”来形容。

“预料之中”在于，尽管这是一次开
放式的调研，没有对答案作出限定，但生
活方式的话题与每个留学生的切身体验
息息相关。可以预想的是，他们感受最
深的，必然会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亮点和热点。

没有想到的则是，“新四大发明”的
话题在社会上引发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和
讨论。记者看到，截至 5 月 18 日中午，
仅新浪微博上“中国新四大发明”话题的
阅读量已经超过了 150 万。“做这项调
查，没有多么大的雄心壮志，只是想从人
文交流的角度为‘一带一路’做些有意
思、有意义的事。”吴浩说。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经过一
段较长时间的头脑风暴后，丝绸之路研
究院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对北外来自不
同专业、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宗教信仰
的数十位留学生开展了视频调查，问题
是 ：“ 你 最 想 带 回 国 的 生 活 方 式 是 什
么？”在调查对象的启发下，最终投票评
选出了“新四大发明”。吴浩形容，这是
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吴浩坦言，如果从严格的社会学调研
角度，应该调查更多的样本，但由于时间
和精力有限，这次调查的样本相对较少，
这是唯一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调查
很鲜明生动，也很有代表性。如果时间充
裕可以扩大调研样本的话，相信调研结果
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吴浩表示，下一
步，丝绸之路研究院将结合人文交流的
方向，继续把国别和区域研究向前推进，
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此次为何选择青年留学生作为调
查对象？吴浩告诉记者，发起这个调
查，是以实际行动呼应“一带一路”
对于青年交流的倡议。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在民心相通里，青年人的交流
尤 为 重 要 。 留 学 生 来 到 中 国 学 习 语
言、文化和价值观，是连接中国和自
己国家的桥梁,他们最有活力、思想最
解放、精力最充沛，他们理解“一带

一路”倡议的高度和投身的力度，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一带一路”
建设的广度和深度。

此前，马云在被问及网购和支付宝
被列入“新四大发明”时表示，中国在
支付领域，尤其是移动支付的时代，互
联网技术的确遥遥领先了西方国家。

“尽管今天我们做得很好，但最重要的
还是跟全世界分享，必须让发展中国家
都有同样的技术，不仅投入大量的钱，
最主要的是把我们的技术人员派过去
了。”马云说。

正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士的巴基斯
坦留学生穆罕默德·优素福告诉记者，在
他看来，中国已经从传统社会转变为一
个创新型社会，并且大多数人意识到了
这种创新给自身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影
响。“并不是说买一辆共享单车带回自己

的国家，而是要把这些想法和技术带回
去，鼓励更多人去改变。”穆罕默德·优素
福说。

事实上，共享单车的创新已经输
出到“一带一路”国家。受到共享单
车的启发，东南亚也出现了共享单车
创业公司。据报道，新加坡 Obike 公
司继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开展服
务后，近日又将共享单车引入泰国曼
谷，成为第一个在泰国提供共享单车
服务的公司。

在吴浩看来，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相比，“新四大发明”同样为人类文明进步
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更大的意义上来讲，
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的快速发
展和应用，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真正体现
了“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意义。

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被选为最想带回国的生活方式——

“中国式生活”令留学生着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熊 丽

在绵延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

中，中华民族创造了闻名于世的科技成

果，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

药，在多个领域创造了累累硕果，为世界

贡献了无数科技创新成果，对世界文明

进步影响深远、贡献巨大。

古丝绸之路不仅是通商易货之

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如果回

看历史，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人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这一说

法，也是由外国学者讲出来的。英国

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印刷术、火

药、指南针改变了世界范围的面貌。

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

——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

大发明”。1884 年，汉学家艾约瑟正

式提出了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说

法，这一说法又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

1954 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

予以继承发扬，并广为人知。

时代在变，文明的内涵也在变。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的这项

调查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年

留学生自发定义了“新四大发明”。高铁、

网购、支付宝、共享单车，这些我们司空见

惯的创新应用，之所以获得留学生如此高

的评价，是由他们从自身日常感受中自然

生发而来，颇具说服力。相信随着社会的

进步，这一榜单也会不断更新，但其中所

展现出的中国文化自信和创新发展，无疑

将一以贯之。

古丝绸之路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

路精神，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

烈。当前，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和

“领跑者”转变，借力“一带一路”建设，我

国的自主创新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发展成果也必将惠及更多的国家和

人民。

文明在交流中进步
徐 行

日前，在一项由北京外国语

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发起的调

查中，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0

个国家的在华留学生经过投票，

评选出了心目中的“中国新四大

发明”——高铁、网购、支付宝和

共享单车，这也是他们最想带回

国的生活方式

5月 16日，用于宝兰高铁联调联试的高速综合检测列车驶入宝鸡南站。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