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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林国祥被
列车乘务员捆绑后放在曲靖街头一
事! 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

日上午! 昆明市中院对此案进行二
审开庭庭前询问时!昆明铁路局#林
国祥都表示要上诉"

一审法院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
院认定!林国祥与妻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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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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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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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列车至曲靖!其
间!林国祥对列车员进行谩骂!并用
厕所的刷子将列车员衣物弄脏" 因
林国祥行为及精神状态异常! 乘警
及列车服务工作人员用胶带将原告
的手#脚与身体捆绑后!将林国祥放
至曲靖火车站广场外的人行道上"

今年
+

月
+,

日! 官渡区法院审
理后认为!林国祥被限制人身自由是
因为其在列车上的行为具有一定社
会危害性!被告主观上无过错#不违
法!也未侵犯原告人身自由权和名誉
权"判昆明铁路局向原告书面进行赔
礼道歉!诉讼费双方各承担一半"

此后!原告方林国祥不服判决结
果!昆明铁路局也表示要上诉" 他们
认为!既然一审认定$不构成侵害责
任%!依法也不应承担$赔礼道歉%的
民事责任! 请求撤销要求书面道歉
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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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网络监督发挥了越来越
大的社会作用!尤其在舆论监督方面
已成为传统舆论监督的重要补充" 比
如陕西周老虎事件# 云南躲猫猫事
件#南京周久耕事件#温州$购房门%

事件等! 皆是借助匿名网友的暴料!

引起社会的关注!最终才得以还原真
相#惩恶扬善"

一些网民担心!$如实登记用户有
效身份证明%后会对网络监督造成致命
打击"经常在网站论坛间流连忘返的杭
州市民徐小姐说! 要实名才能发帖!写
博客!谁还敢举报& $我是不敢了%"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
建华表示!实名举报是要承担很多风险
的" 就目前而言!政府方面对于网络监
督应当$鼓励%而不是$过滤%!及时解疑
释惑!引导网上舆论" 如果一味地堵塞
言论!其结果往往是事倍功半"

$要保护网络安全! 首先要保护
网络说话者权益" 互联网是疏导社会
矛盾的有效的'排气阀(!而 '网络实
名制(将堵塞这个'排气阀(" %浙江大
学传媒和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邵志
择认为!不能因为网络言论存在一些
问题而$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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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起!杭州当地发帖"写博"网游需提供有效身份证明
调查发现!当地多个网站论坛都不需身份证明
网民担心!实行#实名制$!网络监督将打折扣

崇尚奢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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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女汽车
销售经理李琳)化名*!侵占公司资
金

#$$

余万元!大肆挥霍!沉迷于旅
游和购物!每月坐飞机到香港旅游
和购物! 买高档服装! 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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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牌
包# 手表动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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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

(

月
)*

日!湖北武汉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
侵占罪对李琳提出起诉"

!"

店经理开走
#

辆宝马

去年
*

月
!!

日!武汉一家进口
汽车销售公司高层主管去汉口黄
浦路

"+

销售展厅进行盘库时 !觉
得奇怪+ 前不久还停这儿的

)!*,(

万元的越野宝马车怎么不见了&

调看保安门岗监控记录后!他
更觉得离谱!失踪的宝马是销售经
理李琳

*

月
#

日开走的!没在财务
办理任何手续" 继续盘库!情况越
来越离谱+ 一辆客户已付

)--,#

万
元预定款的宝马

.(

越野车也不见
了!款项被李琳挪于其他客户的应
交车款" 再次调看监控录像!该车
也是李琳开走的"

盘库进一步深入!车库账目越
来越清晰得令人震惊+李琳一共开
走了

*

辆宝马,

该公司立即向警方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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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车款挥霍一空

警方经过调查!很快将李琳控

制"经了解!李琳今年
!"

岁!出生于
武汉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 她大学
毕业后!于前年

)

月应聘到一家进
口汽车销售公司任销售顾问!负责
整车销售业务" 李琳身高

),/!

米!

高挑的身材!姣好的容貌 !加上较
强的业务能力! 使她业绩很突出!

并于去年
-

月被提升做销售经理!

管理公司
/

名销售顾问"

身为进口汽车销售经理!每个
月的薪水也有四五千元!但她所属
"+

店卖的都是高档名车!来买车的
人非富即贵! 这对她影响很大!她
羡慕那种穿戴名牌 #住豪宅 #开豪
华车的生活!在她心中!那才叫$体
面%"

李琳很善于琢磨!很快就发现
公司财务管理上的漏洞"

但第一笔车款挪用仍令她心
惊肉跳"

!0$/

年
(

月
1

日!她将公
司一辆

-#

万余元的宝马
-!$%

轿车
出售!客户付款时!她说公司

23+

机坏了!请客户将车款打入她的账
户"

很快!

-#

万元被她挥霍一空 "

可这$窟窿%怎么补呢& 一阵恐慌之
后!她冷静下来 !用后面卖出的汽
车款垫付挪用的前一辆车的车款"

她就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窟窿%

一个个得以补上"

可她没料到自己的贪心比 $窟

窿% 的增速快得多" 时间久了!补
$窟窿%越来越吃力!而$窟窿%也越
来越大"

检察机关侦查发现! 前年
(

月
至去年

*

月! 李琳共用两种手段侵
占公司车款+一是将客户购车款不
入公司账户!直接打入她的指定账
户-二是利用公司销售款到账时间
差!用后面的售车款$填补%前面的
售车款" 才一年半!李琳共侵占公
司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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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元"

奔驰车代步!每月飞香港

有了钱后!李琳对物质享受的
追求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她一共
买了三辆轿车! 平时总是开一辆#

停两辆" 上班以奔驰代步!下班后!

迈腾和福克斯换着开"

检察机关介绍 ! 李琳很会享
受!尤喜旅游和购物!每月都坐飞机
去香港采购观光" 她戴的手表全都
是价值

)$

多万元的名表!她背的是
%&

等国际品牌包包! 价值好几万
元" 出事前!她曾在汉口香港路租住
一套精装小户房! 后又在汉口金融
中心租下可在阳台欣赏西北湖的一
套湖景豪装房!月租

*$$$

多元" 而
且!她的房租都是先预交!上述那套
湖景房! 她已预交

-

个月
!,"

万元
的房租!不料仅住

)*

天!就被抓了"

去年
*

月
!-

日!李琳被警方刑

拘 ! 调查发现 ! 她共侵占公司
#(#,-#()

万元" 除买了上述
-

辆车
外!余款已被她消费了!仅

)$

余万
元及

-

辆车被追回"

办案人员问李琳+$这么多钱具
体都花到哪儿了& %平时大手大脚
的她!根本就记不清每笔钱的去向
了"

去年
1

月
!/

日!李琳被批捕"

财务监管漏洞颇多

记者采访发现!该公司财务监管
漏洞颇多"

"+

店汽车销售流程是这样的+

客户到展厅看车!销售顾问接待!客
户看中车型后下定单!签合同!交款
提车"

"+

店财务管理规定是这样的+

每卖一辆车!财务要凭汽车合格证
和客户身份证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
发票!一共

#

联!其中
-

联留存到公
司财务作账或作为完税凭证! 另

-

联给客户留存"

李琳所在
"+

店财务人员称+李
琳共从她那里拿走

*

份发票!每份发
票的

)

至
#

联全拿走!至今未还"

*

份
发票如果财务没收上来!公司总部就
无法掌握展厅的销售情况!车库少了
车!总部也无法实时监控" 这就是李
琳$私自卖车%直到盘库才被发现的
原因" %据&楚天都市报'(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党组书记刘友君! 因涉嫌严重违纪!

被有关部门$双规%!并停职检查"

广东省纪委通过广东省纪检监
察网!以简报形式发布这一消息!落
款日期为

(

月
)/

日" 数年来!地方
纪委通过网络迅速发布$双规%案件
信息!实属罕见" 记者从有关渠道
获悉!这次刘被$双规%!及其案件通
报形式!与中央纪委直接指示有关"

今年$两会%后!刘友君即被有关
部门$集中谈话%" $集中谈话%是党内
措施的一种!表明被谈话人动向已引
起有关部门注意"起因是中央纪委对
陈绍基系列案开展正式调查后!发现
刘友君更多涉嫌违法违纪线索!遂责
成广东省纪委对其立案调查"

记者获悉!刘友君涉嫌违法违
纪行为发生在

!$$"

年至
!$$*

年!

表现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
益!收取钱物!生活腐化等"

(

月
)*

日上午!广东省副省长
肖志恒赴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在处
级以上干部中通报了刘友君被$双
规%的消息" %据&财经'(

广东劳保厅厅长刘友君
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中国东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分公司

5

简
称东航

6'-

名飞行员辞职一案尘埃
落定"

'*

日!记者从兰州市中院获
悉 !

'-

名飞行员一共赔偿约
!(10

万元" 其中
#

名副驾驶每人所赔偿
的数额竟然要高于

/

名机长"

兰州市中院在审理后认为!民
航飞行员是特殊职业! 东航客观上
为飞行员提供了飞行资源! 也进行
了飞行培训!而

'-

名飞行员的辞职
在客观上会造成东航一定的损失!

故应向东航进行一定补偿"

法院终审判决!宋扬等
#

名副驾
驶飞行员每人向东航赔偿

!'0

万元!

其余
/

名机长每人向东航赔偿
'10

万!

'-

名飞行员一共赔偿
!(10

万"

!00/

年下半年! 东航的
'-

名
飞行员陆续提出辞职" 当年

'0

月!

宋扬等提出辞职的
'-

名飞行员陆
续向兰州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
出劳动仲裁申请"一纸仲裁裁决!却
让他们每人承担

"00

余万元的违约
赔偿金" %据&京华时报'(

东航飞行员辞职案终审
&'

名飞行员赔
()*%

万

!"+,-./ 0123

列车员火车上捆绑乘客
一审判道歉双方均不服

开名车住豪宅狂旅游!每月坐飞机到香港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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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

护管理条例"规定#从今年
!

月
"

日起$发帖%写博%网游要提供有效

身份证明& 杭州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通过地方立法实施'网络实名

制(的城市&

这项'新规(实施以来$社会各界纷纷表示质疑$有关'网络实名

制(的争议不断&

引发争议的另一个焦点
是+$网络实名制% 将会 $收
缩%公民诉求表达的渠道"近
年来! 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与
普通民众通过网络交流日益
频繁! 互联网已成为当前公
民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 最
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公布了修
订后的 .人民检察院举报工
作规定/!在新增的举报渠道
中!网络就是其中之一"

杨建华说+$互联网之所
以成为公民表达诉求的重要
渠道!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源自于网络发帖举报的匿名
性和放大效应! 这既能保护
举报人的安全! 也可以避免
石沉大海" %

杨建华认为! 有关部门

应该考虑如何拓宽和畅通网
民诉求渠道! 要通过成功案
例总结引导网民合理# 有序
地发表言论的经验! 并非所
有网民都是 $愤青 %!没有必
要$一棍子%打死"

$实名制只能是提倡!不
能用立法来强制推行" %浙江
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有关负
责人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
士杨吉说+$难道我们只有通
过实行实名制!才能营造健康
良好的网络环境&从目前情况
看! 凭有关部门的技术手段!

没实行网络实名!一些利用互
联网犯罪的人不也是被 '揪(

出来了吗& %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网民诉求 引导合理有序地发表言论

如今! 记者打开杭州网#

"#

楼等
当地多个知名网站的论坛#博客板块
发现!$新规%在这里仍处于$束之高
阁%的状态"

在杭州网的论坛里!记者点击注
册后!显示如下提醒信息+不得利用
本站危害国家安全#捏造或者歪曲事
实#散布谣言等等-对自己的言论和
行为负责" 会员违反论坛规定触犯法
律的!责任自负" 阅读完毕后!只需要
提供用户名#密码#电子邮箱等几个
信息即可注册!全然没有身份证明的
踪影" 记者注册了一个账号!

"%

秒钟

左右搞定!随后就可以自由发帖了"

多个当地网站论坛客服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他们所在的网站还没有要求
注册用户必须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浙江
在线的论坛客服人员称!真的实行恐怕
要等待有关部门的具体通知"

"#

楼的客
服人员则表示+$这个事情我们是知道
的!但是怎么操作还不是很清楚" %

$准确核实网民信息 ! 很难做
到" %杭州当地一家网站负责人表示!

$我们怎么核实!是让网民来网站当面
验证! 还是在注册时要求网民真实填
写相关信息& 目前还没细化的规定" %

网络实名 实际操作颇有难度

网络监督 要)鼓励$而不是)过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