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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海南
房产只存在于各种信息渠道中，
看得见、摸不着，实际情况如何只
能靠听，即使想投资也很难下定
决心。

这个周六的下午，来东方维
景国际酒店看海南房展，现场将
有置业顾问面对面地为您带来

最新鲜的海南房地产资讯，为您
提供专业的置业指南。配套如
何？距离医院有多远？能看到
大海吗？置业顾问将为您一一
解答。

对于老百姓来说，最实惠不
过价格，届时主办方将会在房展
会当天，推出数套特价房源，其中

总价最低19万元，郑州市民如在
推介会上相中房源，可当场直接
认购。

随后，大河报为回馈新老读
者，仍会联合主办方继续推出海
南看房团，全程吃住行贴心安排，
实惠的价格，带您去海南，亲身感
受温柔的海风，圆您一个置业海

南的梦！

海南推介会地址：郑州市金
水东路16号东方维景国际酒店三
楼中原厅（地铁1号线黄河南路站
A出口）

时间：5 月 13 日 （周六）14：
30-17：30

这个周六下午，来东方维景国际酒店看海南房展吧

置业海南最低只要19万! 抄底正当时
□记者 吴俊池

2016年，海南全年商
品房面积达到了1508万
平方米，销售金额达到
149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了43.4%和51.6%，海南
或将成为全国房地产范围
内，下一个新的热点区域。

这个周六的下午，来
东方维景国际酒店置业海
南吧，最低19万元即可享
受不一样的蓝天白云和鲜
氧，届时还将有北海、湛江
等价值洼地区域楼盘，为
您一一解析。

海南楼盘成交“井喷”养老、投资、度假都合适
自2010年国际旅游岛提出，

海南上升到世界级的定位，在基
础配套上，国际健康产业集群、环
岛高铁建成、环岛高速路网升级、
全岛五大机场逐步建成或升级、
离岛免税商业运营成熟、逐一落

地……
现在虽是海南传统楼市淡

季，登岛购房者依旧络绎不绝，部
分热销项目一房难求，预计岛内
成交量在2017年的雾霾季到来
后将迎来更大幅度的增长，现在

出手正当时。
同时还有多个区域值得关注

——广西北海、广东湛江，随着海
南房价逐渐走高，广东广西沿海
地带重新进入购房者视野，北海
和湛江不仅拥有优厚的自然资

源，而且目前正处于价格洼地，极
具投资价值。那么，海南、北海、
湛江哪些区域的项目更值得入
手？怎样才能买到实惠的房源？
本周末海南、北海、湛江楼盘河南
推荐会现场帮您解析。

最真实不过现场看 最实惠不过价格

据了解，郑州城市乐跑赛自
2014年在绿博园开跑后已成功举
办3届，吸引了本地近万人的参
与，乐队开场，点燃全场热浪，舞团
表演，掀起动感风潮，专业健身教
练带您赛前热身，提前感受不一样
的身体律动。“以跑者为中心，关注
赛事体验”一直是乐跑办赛原则和
理念，对于乐跑者而言，不仅仅是
一种荣耀，更体现出彼此的共鸣
——通过健康快乐的奔跑，传递正
能量，倡导阳光积极的生活方式，
为了有完美的赛事体验，组委会在
现场设置多处补给点、医疗点，细
心呵护每位参赛选手，现场更是为
跑者设有丰富多彩的运动元素体
验与互动。

2017年城市乐跑赛——郑州
站，将于5月20日在郑东新区北龙
湖欢乐开跑，这里将给你一个释放
自己、拥抱健康的舞台，与万科一
起跑出健康，跑出快乐，跑出友谊！

万科坚定践行
全民健身和健康
中国的国家战略
2017郑州城市乐跑赛
火热报名中

□记者 吴俊池

一直以来，万科秉持“跑出健
康、跑出快乐、跑出友谊”的宗旨，
2013年由万科发起并主办的城
市乐跑赛在全国已遍布40个城
市，100场比赛，49万城市精英共
同参与。

颜茂昆表示，本次出台的
司法解释的另一大亮点，是明
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的罚金刑适用规则。

司法解释明确，对于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当综合
考虑犯罪的危害程度、犯罪的
违法所得数额以及被告人的前
科情况、认罪悔罪态度等，依法
判处罚金。罚金数额一般在违

法所得的1倍以上5倍以下。
颜茂昆说，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具有明显的牟利性，
行为人实施该类犯罪主要是
为了牟取非法利益。因此，有
必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
让行为人在经济上得不偿失，
进而剥夺其再次实施此类犯
罪的经济能力。

据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即可入罪
“两高”首次就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

网络时代如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日益被社会所关注。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就打击侵犯个人
信息犯罪出台司法解释，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严打泄露个人信息“内鬼”等五大社会关注焦点有
了明确规定。

如何界定“公民个人信息”范围？
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行踪轨迹等全面信息

最高法公布的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中，有
一起为五人通过微信朋友圈，
发布出售个人户籍、车辆档
案、手机定位、个人征信、旅馆
住宿等各类公民个人信息的
广告，寻找客户并获利，最终
被判刑。

实践中对于“公民个人信
息”的范围尚存争议，这次发
布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
刑法相关规定中的“公民个人
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
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
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
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
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
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
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
产状况、行踪轨迹等。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
任颜茂昆表示，这样的规定是
基于全面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的现实需要。“对于列举以外
的个人信息，当然还有很多，
司法实践中要根据司法解释规
定，把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要
件特征，准确作出判断。”他说。

刑法规定，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
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对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
确规定，向特定人提供公民个
人信息，以及通过信息网络或
者其他途径发布公民个人信
息的，应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未经
被收集者同意，将合法收集的
公民个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
也属于“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
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对提供、获取行踪轨迹等“敏感信息”如何量刑？
50条即可入罪

不到2000元买到通话记
录、不到1000元就能了解行踪
轨迹……不久前，有媒体曝光，
在网络上，只提供一个手机号
码，就能买到一个人的身份信
息、通话记录、位置信息等多项
关键信息。

根据刑法规定，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罪的入罪要件为“情
节严重”。对于这里的“情节严
重”，本次出台的司法解释明确
了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等十
项认定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不同
类型公民个人信息的重要程
度，司法解释设置了不同的数
量标准。对于行踪轨迹信息、
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
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

50条以上即算“情节严重”；对
于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
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其他可能
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
人信息，标准则是500条以上；
对于其他公民个人信息，标准
为5000条以上。

“定罪量刑标准的确立有
利于法律的统一、准确实施，对
严厉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
罪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最
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副主任缐杰说，办案部门对于
涉案的公民个人信息，首先应
当分类进行分析，如果每一个
类型相对应的公民个人信息都
没有达到50条、500条、5000
条的，司法解释规定还要对其
按照相应比例进行合计。

如何严打“内鬼”？
降低内部人员入罪门槛

“目前，对于公民个人信
息泄露造成最大危害的，主要
是银行、教育、工商、电信、快
递、证券、电商等行业的内部
人员泄露数据。”公安部网络
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许剑卓说。

如何严打侵害公民个人
信息的“内鬼”？本次出台的
司法解释规定，在履行职责或
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
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
他人，数量或者数额达到司法
解释规定的相关标准一半以
上的，即可认定为刑法规定的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司法解释对行业内部人

员泄露信息降低了入罪门槛，

为我们更好地打击这类犯罪
提供了法律基础。对于任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我
们都要追查源头，深挖行业内
鬼。”许剑卓说。

在严打“内鬼”的同时，司
法解释还进一步明确了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其中规
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信息网
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
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
正，致使用户的公民个人信息
泄露，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
依照刑法相关规定，以拒不履
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定罪处罚。

对为推销产品购买个人信息如何惩处？
获利5万元即可入罪

刚买完房，中介就打电话
询问是否出租；孩子刚出生，
推销幼儿产品的电话就找上
门了……这些商家为了推销
产品，就可以堂而皇之获取个
人信息加以利用？

颜茂昆说，从实践来看，
非法购买、收受公民个人信
息，从事广告推销等活动的情
形较为普遍。为贯彻体现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本次出台的
司法解释对这种情形设置了
入罪标准。

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为合
法经营活动而非法购买、收受
敏感信息以外的公民个人信
息，具有利用非法购买、收受
的公民个人信息获利五万元
以上等情形的，应当认定为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如何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惩罚力度？
罚金最高可达违法所得5倍

推动健康 传递快乐

在万科的积极推动下，越来
越多的企业开始意识到运动、健
康对企业带来的正面影响。希望
通过乐跑赛的举办，号召更多的
员工、企业、城市居民参与进来，
发挥机构影响力，传播健康、快
乐、友谊的正能量。作为房地产
企业，万科始终相信，推动健康，
传递快乐，是企业最大的公益，是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最好体现。

全民乐跑，
倡导阳光积极的生活方式焦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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