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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 3 万亩“私家湖泊”事件再追踪

62 名国家公职人员被问责
新华社电 今年 6 月，
新华社播发《3 万亩“私家湖泊”为何如此任性？
》报
道，披露了一起私建矮围破坏洞庭湖生态环境的恶劣事件，引发社会关注。
问题曝光后，湖南省委高度重视，指出下塞湖非法矮围问题是一起严重破坏
生态环境和国家公职人员严重失职渎职、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件。
12 日，经湖南省委研究并报中央纪委批准，决定对省畜牧水产局等 25
个单位的 62 名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问责，11 人被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另
外，私营企业主夏顺安因涉嫌非法捕捞、骗取贷款、非法采矿等犯罪行为，
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被誉为“长江之肾”的洞庭湖，是我国
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重要湿地。记者 5 月暗
访发现，位于东洞庭与南洞庭交汇处，横跨
湖南岳阳、益阳两市，被河流冲刷出的一片
巨大湖洲——下塞湖，自 2001 年以来被私
营企业主逐步改造，圈湖筑围，形成了面积
近 3 万亩的“私家湖泊”
。
问题曝光后，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责
成省纪委监委成立专案组进行彻查。
对于公众非常关心的幕后“保护伞”问

题，湖南省委查明，益阳和岳阳两地畜牧水
产、林业、水务及湖洲管理等职能部门日常
监管严重缺失，不仅没有及时发现、制止夏
顺安的严重违法行为，有的甚至收受夏顺
安的红包礼金、贿赂，滥用职权，违规与其
签订长期承包合同、出具虚假函件和证明，
并在夏顺安拉票贿选省人大代表等方面提
供帮助，为夏顺安违法行为充当“保护伞”。
经湖南省委研究并报中央纪委批准，
决定对省畜牧水产局等 25 个单位的 62 名

国家公职人员进行问责。其中，给予省畜
牧水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唐席珍，省畜牧
水产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财高等撤销党
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给予省农委党组
书记、主任袁延文——时任省畜牧水产局
党组书记、局长，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
局长沈新平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此外，
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充当
“保护
伞”
的益阳市委副秘书长邓宗祥——时任沅
江市委书记，
益阳市畜牧水产局原局长傅建
平，沅江市水利局原局长胡经纬，沅江市畜
牧水产局原局长冯正军，
沅江市漉湖芦苇场
原三任党委书记王正良、
曹文举、
冷世辉，
沅
江市漉湖芦苇场原场长蒯建红，
湘阴县湖洲
管理委员会原两任总经理杨立华、汪介凡，
湘阴县河道砂石综合执法局南湖站站长胡
浩等11人进行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介绍，洞庭湖区下塞湖非法矮围问
题曝光后，湖南省委督促对下塞湖矮围进
行整治，截至 6 月 20 日已将矮围全部清除，
近 3 万亩
“私家湖泊”
已基本恢复湖洲原貌。

手机 APP 自动续费
“套路”多
费试用”的幌子，用户点击进去却被要求开
通包月服务。原来，所谓的“免费试用”是先
“就开了一个月会员，结果下个月被扣
了钱，打电话咨询客服才知道是自动续费。” 购买每月的包月服务，然后才能获得赠送的
会员服务。
济南市民孙祺告诉记者，虽然一个月会员也 “7 天免费”
套路二：
充值优惠“代价”不小。在一些
就十几元钱，但她对何时同意开通自动续费
APP
的页面顶部，
常出现“一分钱体验 7 天会
完全没有印象。
员”
“
5
块钱充值一个月会员”
等诱人标语。但
“本来想体验一把会员待遇，点击付费
消费者充值后，
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连续遭遇
后才想起来，好像不起眼的地方有个自动
扣费。对于此类活动，部分 APP 往往在诱导
续费选项被默认勾选了，回头一看果然‘中
性标语和图案上使用夸张的字号，
但在活动宣
招’了。”威海市民郭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在
传页的某个
“角落”
“
，悄悄”
标注
“1分钱体验会
某款视频 APP 上开通会员时，选择了系统
员将尊享连续包月会员特权，
自动加入连续包
默认的选项，结果发现自己购买的是自动
月计划”
等协议，
用户只要付费就相当于同意
续费套餐。
“ 想取消自动续费，程序比开通
了协议条款。
时繁琐多了。”
套路三：
“自动续费”成了唯一选项。记
业内人士透露，一些手机 APP 提供的付
费服务中，
用户在开通会员时，
系统会
“默认” 者用苹果手机充值某微博会员时，充值界面
只有 4 个套餐，分别是“连续包年”
“ 连续包
帮用户勾选自动续费，
并用较小的字号标记出
半年”
“
连续包季”
“
连续包月”
。用户在充值
来，
如果不仔细看，
根本就浑然不觉。很多用
界面没有单独包月或包年选项，一旦选择充
户即使后期发现，
但由于退订程序复杂、
扣费
值，
只能选择自动续费。
金额不高等原因，
不一定马上取消，
很多手机
APP通过这种方式谋利。

APP“主动”帮用户选择自动续费

加强监管让自动续费成为“显规则”

自动续费“套路”多
记者发现，不少消费者都曾遇到自动续
费问题，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掉进了消费
陷阱。在有关自动续费的问题上，一些 APP
的“套路”
是这样“玩”的。
套路一：
“ 免费试用”不免费。打着“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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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租公告
中 原 区 孙 庄 北 院 现 有 四 个 标 段 约 20000 平 方 米 商 业 用 房 ， 拟
面向社会各界公开竞价招租。 请有意向的单位或个人报名竞租。
第一标段：孙鸿宾 13703938625
第二标段：孙 燃 15903603388
第三标段：孙建申 18603818966
第四标段：孙文详 13673972778
地址：郑上路西四环东南角（153 医院对面）
西流湖街道孙庄村党支部、村委会

据“衡阳发布”官方微博消息：
9 月 12 日晚，湖南衡阳衡东县城洣
江广场发生犯罪嫌疑人阳某云故意
驾车伤人恶性案件。当地党委政府
立即调派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将犯
罪嫌疑人阳某某控制。截至 9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已有 11 人死亡，44 人
继续住院治疗。
另据检察日报消息，根据湖南省
检察院的要求，衡阳市检察院和衡东
县检察院高度重视，衡东县检察院已
派员提前介入案件的调查工作，了解
案情，
引导侦查。
据警方初步审讯，犯罪嫌疑人阳
某云曾因贩毒、盗窃、故意伤害等被
多次判刑，遂产生报复社会心理，当
晚独自驾车冲入洣江广场人群，并持
折叠铲、匕首砍伤现场群众，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据新民晚报

辽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
李文科一审获刑 16 年

应加强监管莫让收费“藏头露尾”

新华社电 本想只开通一个
月会员，
却在第二个月被自动扣
费；想解除自动续费，找了半天
也不知道如何取消……时下，
手
机应用付费市场火爆，
不少用户
吐槽一些手机 APP 的会员充值
服务玩起了“猫腻”，
用户购买的
包月服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悄然自动扣费，
让本来的自愿选
择，
变成了“被动续费”。

湖南衡阳发生一起
故意驾车伤人恶性案件

随着用户对优质内容需求的提升，部分
视频、音乐类应用均采用免费＋付费搭配的
服务模式，其中付费用户数量呈现年年攀升
态势。2017 年，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等主
要视频网站付费会员数量均超过 2000 万，
我国视频付费用户已经超过 1 亿。相关专
家认为，面对庞大的付费市场，不应让原本
公开透明的“显规则”变成了“藏头露尾”的
“潜规则”
。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惠民
说，手机 APP 在付费充值中“玩套路”，其实
是在利用消费者的信息弱势地位，达到误
导消费目的。工商、网信等部门要承担起
监管的主体责任，加大检查频率和惩处力
度，
同时建立起“黑名单”
制度。
同时，消费者在开通会员时也要看清
条款内容。一旦遇到自动续费陷阱，要多
收集证据，及时与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
如果协商不成，可向工商、消协等部门投
诉，也可以通过法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
的合法权益。

新华社电 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
民法院 13 日公开宣判辽宁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李文科受贿、行贿案，
对被告人李文科以受贿罪判处有期
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
元；以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 16 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300 万元；对李文科受贿所得财
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对其用于行贿
犯罪的财物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李
文科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1997 年至 2013 年，
被告人李文科利用担任辽宁省农牧
业厅副厅长、农业厅厅长、营口市人
民政府市长、中共铁岭市委书记、辽
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
便利以及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
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职务
调整提拔、企业经营、工程承揽和项
目建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1997 年
至 2016 年，李文科直接或通过他人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
合人民币 3659 万余元。
2009 年上半年至 2011 年下半年，
在中共辽宁省委民主推荐副省级领导
干部人选期间，
被告人李文科先后为获
得推荐为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人选、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人选，
给予多
名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人民币87万元、
美元 11 万元、
面值人民币 28 万元的购
物卡，
共计折合人民币186万余元。

公安部 A 级涉黑逃犯
耿建平太原落网

新华社电 12 日，太原公安机关
经缜密侦查，将潜逃回原籍的公安部
A 级重大涉黑有组织犯罪在逃人员
耿建平抓获。
公安部8月30日发出A级通缉令，
公开通缉包括耿建平在内的10名重大
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逃人员。
太原警方 8 月 17 日曾发出通告，
鼓励社会检举揭发以耿建平为首的
涉黑有组织犯罪集团犯罪线索，同时
表示，
大部分涉案人员已经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