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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

日印发通知，在今年 4 月至 9 月期间，在

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守护消费”暨打击

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法行为专项执法

行动， 重点打击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违

法行为，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本次专项执法行动突出房产租售、

小贷金融、教育培训、保险经纪、美容健

身、装饰装修、旅游住宿、快递、电话营

销、网站或 APP 运营等此类违法行为多

发高发的重点行业和领域，聚焦广大消

费者反映强烈的侵害个人信息违法行

为，重点查处未经消费者同意，收集使

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出售或者非法

向他人提供所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以及未经同意发送商业性信息等违法

行为。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电子

商务的快速增长，消费者个人信息逐渐

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各种侵害消费者个

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日益增多，不仅威胁

了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影响了经

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按照

市场监管总局的统一部署，深入推进专

项执法行动各项工作， 严格执法程序、

深挖案件线索、强化执法联动，确保专

项执法行动取得实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将在全国开展“守护消费”专项执法行动

重点查处侵害个人信息违法行为

重点查处行业和领域

据新华社电

教育部11日发布《禁

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要

求各地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适龄儿

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于2019年

上半年尽快部署开展一次全面排查，

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适龄儿

童、 少年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坚决

予以纠正，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责，切

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规定明确，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

法招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少年

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施义务教育；

不得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广告， 诱导

家长将适龄儿童、少年送入培训机构，

替代接受义务教育； 不得有违反党的

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

训内容，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

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

粕， 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

制度的活动。

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

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

人职责， 除送入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

学校或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自

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社会组织外，

不得以其他方式组织学习替代接受义

务教育。

据新华社电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11 日公开宣判全国人大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

王三运受贿案， 对被告人王三运以受

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

人民币四百万元； 对王三运受贿所得

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1993 年至 2017 年，

被告人王三运利用担任中共贵州省六

盘水市委书记、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

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长、 中共甘肃省委

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利用担任

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 安徽省人民政

府省长、 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等职权或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工程承揽、 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 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等

特定关系人， 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

人给予的财物 ， 共计折合人民币

6685.66109 万元。

鉴于王三运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不

掌握的受贿犯罪事实，系自首；提供侦

破其他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

有重大立功表现； 认罪悔罪， 积极退

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 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据广

东省检察院消息，日前，广东省中山市

委原常委、 宣传部部长方维廷

（副厅

级）

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经广东

省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江门市检察院

依法向江门市中院提起公诉。

江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07 年至 2018 年， 被告人方维廷在

先后担任中山市黄圃镇党委书记，中

山市火炬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

会主任，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

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

任中山市黄圃镇党委书记期间， 超越

职权，违法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遭

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

以受贿罪、 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教育部发布《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

禁以国学为名传授“ 三从四德”等封建糟粕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1日发

布数据，3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3%。 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8%。

3月份， 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和

服务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当月，食品

烟酒价格同比上涨3.5%，影响CPI上涨

约1.04个百分点。 其他七大类价格方

面，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

价格分别上涨2.7%、2.4%和 2.1%，衣

着、其他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2%

和1.9%，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

价格分别上涨1.2%和0.1%。

我国3月CPI上涨2.3%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习

生 赖新旖 通讯员 沈高 田利苏）

记者

昨日从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获

悉，紫惠高速路基工程、桥梁基础已完

成超过 80%，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预计

2020 年建成通车。

昨日，记者走进紫惠高速 T2 标施

工现场，只见路基平整坚实，工人们正

在两侧边坡修砌截水边沟、 锚定格子

梁。 据了解，自 2017 年底开工以来，紫

惠高速经过 1 年多的建设，路基工程、

桥梁基础已完成超过 80%， 隧道开挖

过半， 现在正在加快推进各项工程施

工。

据介绍， 紫惠高速是广东省重点

建设项目，起于河源市紫金县，终于惠

州市惠阳区，路线全长 77.41km，采用

双向六车道技术标准， 设计速度 100

公里/小时，预计 2020 年建成通车。 作

为连通河源、惠州两市的交通纽带，通

车后，该路段将成为《广东省高速公路

网规划（2013~2030 年）》 的加密联络

线———广龙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河源紫金到惠州车程将由目前的约两

小时缩短至半小时， 从紫金到广州南

沙车程有望缩短至一个半小时。

紫惠高速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通车后从河源紫金到广州南沙可缩短至 1.5小时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实 习 生 赖 新 旖 通 讯 员 陆 桥

轩）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集团获

悉， 经工程建设人员历时22个

月的紧张施工， 潮汕环线高速

公路项目华美山隧道右线已顺

利贯通。

据悉， 华美山隧道位于汕

头市与揭阳市交界处， 为潮汕

环线高速公路项目第5标项目部

控制性关键工程。 该隧道设计

为双向六车道， 右线长1260米，

左线长1265米， 2017年5月26日

正式开工建设。

潮汕环线高速公路项目全

长约82.23公里， 计划2020年底

建成通车。 潮汕环线高速公路

建成后， 将进一步优化粤东地

区高速公路网布局， 实现粤东

区域高速公路网效益和效率最

大化， 对促进粤东汕、 潮、 揭

三市一体化协调发展及加快融

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圈具有重

要意义。

潮汕环线高速

华美山隧道右线贯通

甘肃原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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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惠高速目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预计明年建成通车。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通讯员 沈高 田利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