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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何洪帅

本报讯 昨日上午，在郑州
市信息广场，举行了“2017年河
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仪
式。本届网络安全宣传周由省
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工信
委、省公安厅、省教育厅等部门
联合举办，是我省配合中央网信
办“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展
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启动仪式
结束后，举行了以“万物互联，安
全第一”为主题的高峰论坛。

在接下来的宣传周期间，我
省将组织开展宣传教育、知识讲
座、在线知识竞赛、产品展示、攻
防演练、技能竞赛等活动。

据了解，网络安全宣传周活
动由中央网信办统一安排，自
2014年以来已连续举办4届。

据省通信管理局局长宋灵
恩介绍，今年前八个月，省通信
管理局共处置网络安全事件
4305 起，关闭违法违规网站
2197 个，拦截垃圾短信 1.2 亿

条，处置涉嫌诈骗电话400多万
次，关闭涉嫌诈骗电话号码615
个，发送提醒短信3亿多条，为
用户挽回经济损失 2000 多万
元。

在高峰论坛上，北京邮电大
学教授、信息安全学院院长杨义
先发表了“安全简史——在笑声
中学习信息安全”的主题演讲。
杨义先认为，将来最挣钱的行业
分别是大数据处理和回收，但是
大数据的普及也有其负面效
果。从正面来说，大数据挖掘的
是价值，从负面来说，大数据挖
掘的是隐私。

大数据时代怎么保护好自
己的隐私和信息安全呢？“法宝
就两个字:匿名！”杨义先说，“只
要做好匿名工作就能避免很多
大数据搜索，相当于把脸捂住
了，因为脸是一个人与另一个人
最明显的区别点。那么，匿名的
重点都有哪些呢？比如身份匿
名、属性匿名、关系匿名等。”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河南省省级不动产
登记信息管理系统（下简称省级
不动产信息系统）已于上周末完
成专家验收。它建成后可大幅
提升不动产登记效率，实现包括
司法、住建、林业等部门的数据
共享。

昨日中午，大河报记者在河
南省国土资源厅见到了省级不
动产信息系统的具体应用。在
系统连接的显示器上，全省各地
不动产登记部门正在办理的各
类登簿业务数据正在不停地变
动，并在河南地域的版图上，形
成了一张因办理数据不同而显
示出不同颜色的“热力图”。

据了解，河南省省级不动产
信息系统共包含权籍管理系统、
业务应用系统、数据接入系统、
数据库管理系统、运行监控系
统、查询分析系统等6大功能模
块，可实现全省不动产登记部门
业务办理情况的实时上传。

大河报记者通过工作人员
的演示还了解到，省级不动产信
息系统在投用后，可为司法、金
融、住建、林业、农业等部门在办
理业务时提供数据服务与支
撑。目前，我省法院系统已实现
了省级不动产信息系统的对接。

省不动产登记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平台建设已完成，只待
相关业务部门的数据移交与整
合完成后即可全面投用。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国家统计局18日发布8月份70
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
数据。数据显示，8月份，70个
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房价环比
下降，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

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8月
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价格环比均下降0.3%。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

住宅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2%和
0.3%，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0.2
和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
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
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
涨幅与上月相同。

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
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
幅均连续11个月回落，8月份比

7月份分别回落3.8和 3.7个百
分点。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同比涨幅连续9个月回落，
8月份比7月份回落1.6个百分
点；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连续
7个月回落，8月份比7月份回落
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
出现回落，分别比上月回落0.3
和0.1个百分点。

河南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省通信管理局前八个月
处置涉嫌诈骗电话400多万次

省级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
通过专家验收
已与法院实现数据联网

国家统计局发布8月份70城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继续下降

会议认为，通过抓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深化了我们
党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积
累了宝贵经验。要精准发力，从
具体事情抓起，以小见大、以小
带大，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以钉
钉子精神加以推进。要以上率
下，从中央政治局做起，各级领
导干部带头，压实各级党组织特
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以行动作无声的命令，

以身教作执行的榜样。要聚焦
问题，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扭住不放、持续发力、
铁面执纪，集中解决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要标本兼治，注重用制度治
党管权治吏，用改革的思路和办
法破解作风顽症，着力从体制机
制上堵塞漏洞。

会议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转作风改作风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
题导向，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强
化责任、强化督查、强化查处，不
断把作风建设引向深入，努力使
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同
人民群众始终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8日召开会议

十九大将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8日召开会议，研究拟提请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

讨论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稿、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五年来
中央政治局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并以此带动全党加强作风建设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

3份文件稿讨论修改后 将提请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会议听取了十八届中央委

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报告稿在党内外
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
听取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
案）》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的情况报告，听取了十八届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
报告稿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
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
行修改后将这3份文件稿提请
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讨论。

会议认为，在这次征求意见
的过程中，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
和党的十八大代表、党的十九大

代表对党的十九大报告稿和党
章修正案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
意见和建议，要认真研究和吸收
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充分
发扬民主，凝聚各方智慧，努力
起草出顺应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共同心愿、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发展要求、适应党和国家工作
新形势新任务的大会报告，制订
出适应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
展、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需要的党章修正案。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大是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阶段、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要全面审视当今世界和当代中
国发展大势，全面把握我国发展
新要求和人民群众新期待，深入
总结党领导人民推进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
实践和新鲜经验，从新的历史起
点和新的时代条件出发，针对我
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贯彻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战略
全局上对党和国家事业作出规
划和部署，更好统筹推进“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一心、再接再厉，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党的十九大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

会议认为，党章是党的总章
程，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
建设具有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
作用。党的十九大根据新形势
新任务对党章进行适当修改，有
利于全党更好学习党章、遵守党
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更好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
进。要把党的十九大报告确立
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战略思
想写入党章，使党章充分体现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
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

出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充分体现坚持和加强党的
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鲜经
验，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朝气蓬
勃、坚强有力，始终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0月9日召开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认为，十八届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
稿，实事求是反映了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探索、重
要成效、工作体会。要紧紧围绕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毫不动摇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
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坚强保证。会议同意2017
年10月9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八次全体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顽强的

意志品质，直面党内存在的种种
问题和弊端，从制定和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破题，解决了新形势下
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
题，进而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
推动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好
转。中央八项规定成为管党治
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对维
护党中央权威、增强党的向心
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要压实主要领导干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本报讯 中国梦，归根结底
是人民的梦。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民生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有机统一起来，不断解决好
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地惠及全体人民，奋力把以民生
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到一个
新的阶段。

作为中国的缩影，河南的每
一个民生问题，乘以1亿，都意
味着不同寻常的艰巨。

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坚守底

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
论”总要求，河南的民生改善思
路明确，路径清晰，措施务实，推
进有力。在经济并不发达、财政
并不宽裕的情况下，河南在民生
领域的投入之多前所未有，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覆盖面之广前所
未有，使亿万中原父老乡亲拥有
了实实在在的尊严感、获得感、
幸福感和品质感。

明日，河南日报将推出“牢
记嘱托 出彩中原”大型系列述
评第九篇，敬请关注。

（本报记者）

河南日报明日推出
“牢记嘱托 出彩中原”大型系列述评第九篇

使亿万人拥有尊严感、
获得感、幸福感和品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