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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绕过海关直接销售程序

本报记者 蔡岩红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今天
就苹果公司涉嫌违法经营问题召开座谈
会。与会专家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活动
存在重大违法问题。苹果公司在我国销售
中文应用程序从未交纳过关税，其下载软
件还存在大量侵权及淫秽色情内容。

涉嫌偷逃税系走私行为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认
为，苹果公司总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其
中国公司设在上海，在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试验区生产苹果手机，在北京开办了苹
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苹果公
司搭建的销售平台设置在美国本土，且利
用互联网从我国空间无线频率通道将这种

关法第五十四条中规定：
“进出境物品的所
有人，是关税的纳税义务人。”
“进口物品要缴纳关税，苹果公司是关
税的纳税义务人，但苹果公司利用互联网
绕过中国海关直达手机用户，在我国境内
大肆销售中文收费应用程序，明目张胆偷
逃应纳税款，这是严重的走私行为。苹果公
司必须向我国缴纳关税。”中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学研究会会长河山表示。
与会者认为，苹果公司在中国开展经
营活动，必须遵守中国法律，铲除违法行
为，维护中国消费者权益。

存大量侵权及色情内容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认
为，苹果 App Store 提供的图书下载服务
中有许多侵犯我国作者著作权的问题。从
诉讼上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受
理多名原告对苹果公司提起的版权诉讼，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因
苹果 App Store 含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大

量内容的应用程序而诉求的赔偿案，中国
作家维权联盟分三次起诉，涉及韩寒等 14
位作家 86 部作品的苹果公司侵权案，北京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诉苹果公
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案等。
“这仅是苹果
公司侵犯著作权的冰山一角。”河山说。
与会专家表示，苹果公司与软件应用
开发者存在合作关系，从中获取经济利益，
苹果公司必须遵守国际版权公约，遵守中
国著作权法，维护我国作者的权益，删除那
些侵权盗版内容。
此外，苹果 App store 中提供下载的
图书含有大量淫秽色情内容，有些色情图
书长期在苹果排行榜中占据前十位，如《百
部古今情色小说合集》、
《玉房秘诀》、
《情色
小说教师系列》、
《有声情爱经典》等。
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康树华教
授表示，苹果公司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
刑法第 363 条，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以及
364 条，传播淫秽物品罪，是犯罪行为。苹
果手机中的这些黄色毒瘤侵蚀着我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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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万静
为防范外汇收支风险，提高对异常跨
境资金流入风险防控，国家外汇局近
日通知要求，各地银行机构不得协助
客户规避外汇管理规定，并应加强对
虚构贸易背景等行为的甄别，主动报
告可疑交易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异常
跨境资金流入。
同时，各地方外汇局应高度重视异
常资金流入风险，强化监测分析与窗口
指导；对异常资金流入线索，应主动开展
现场核查或检查；对于使用虚假单证进
行套利交易的案件，依法从重处罚；对
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导致违规资金流入
的 银 行 、企 业 等 主 体 ，应 依 法 给 予 罚
款、停止经营相关业务、追究负有直接
责任的相关人员责任等处罚，并加大公
开披露力度。

河南龙源药业被停产整顿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胡建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
河南龙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小容量注射
剂生产质量管理体系存在漏洞，频发药
品抽验不合格问题，已被停产整顿。该企
业小容量注射剂《药品 GMP 证书》也已
被收回，在彻底整改前不得恢复生产。

2013 中国卫生论坛将举办
本报讯 记者胡建辉 记者从卫生
计生委获悉，由该委和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主
办的 2013 中国卫生论坛将于 8 月 16 日
至 18 日在京举办，同期同地举办的还有
第 16 届中国医院论坛和第 22 届中国国
际医用仪器设备展览会暨技术交流会。
据悉，中国卫生论坛邀请了非洲 51 个国
家的卫生部长，共商新形势下的中非卫
生合作与全球卫生发展。中国医院论坛
的主题是“改革发展、质量安全”。内容包
括患者安全和医疗质量、医生多点执业
的困境与出路等。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律专家胡钢认为，
美国苹果公司及其关联公司在中国的商
业运营，存在多处明显违反中国《电信条
例》、
《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情况。该公司涉嫌在未取得互联网
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经营性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有偿软件下载等服
务，依法可处 100 万元的罚款，直至责令
关闭网站。该公司制作、复制、发布、传播
色情等有害违法信息，依法同样可以关闭
其网站。
中消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曹三明教
授代表与会专家呼吁，苹果公司应正面回
应相关问题，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改正；同
时呼吁国家行政、司法机关对苹果公司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以维护法律尊严，保护
消费者权益。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华北 55 家企业利用渗井非法排污
河南山东最多 5 省市将公开违法企业名单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郄建荣
对于此前媒体曝出的山东潍坊深井排污造
成地下水污染问题，监管部门近日称未发
现。但是，华北地区却发现 55 家企业存在
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
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环
保部有关负责人今天向媒体通报称，相关
5 省(市)将公开违法企业名单。
这位负责人说，2013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环保部组织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
东、河南六省(市)环保厅(局)，以地下水水

质异常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域为重点地
区，以废水排放量与理论产生量明显不一
致、建有渗坑渗井或旱井的企业为重点目
标，全面排查华北平原地区工业企业废水
排放去向和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查处污
染地下水的环境违法行为。
该负责人称，六省市环保部门深入调
查涉水企业和地下水环境，综合整治环境
违法问题。40 天内共出动执法人员 75604
人次，检查涉水排污企业 25875 家，查处各
类环境违法行为 558 件。

同时，各级环保部门对 424 家企业责
令限期改正；对 88 家企业处以罚款，总额
达 613 万余元；另有 80 家企业的违法问题
已经立案，正在履行处罚程序。
“本次检查发现有 55 家企业存在利用
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
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该负
责人透露，55 家企业中，天津 5 家、河北 6
家、山西 1 家、山东 14 家、河南 29 家。所谓
渗井、渗坑，是指利用井、孔、坑等向地下排
放污水，致使含有大量污染物的污水渗入

地下含水层而造成地下水的污染。
这位负责人表示，各地将继续严格落实
环境违法企业的查处和整改工作，督促企业
停止渗坑、渗井排放等违法行为，限期采取
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同时，天津、河北、山
西、山东、河南 5 省(市)将分别公开利用渗
坑、渗井排放的环境违法企业名单和有关信
息，请全社会监督查处和治理情况。
“环保部将继续组织各地深入排查整治排
污企业地下水污染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打
击地下水污染违法行为。
”
这位负责人说。

财产申报应从个人财产扩至家庭

43 个食安国标制修订启动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胡建辉
卫生计生委今日发布了《 2013 年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据悉，包括藻类
制品、食品微生物检验采样与检样处理
规程、食品中 B 族和 G 族黄曲霉毒素的
测定、运动营养食品通则等 43 个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项目将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
前完成制定、修订工作任务。

霸王条款规避中国法律

5 月 1 日，被禁达 14 年之久的一次
性发泡塑料餐具迎来“解禁日”，正式被
允许生产使用。合肥市蜀山产业园的一
家环保餐具生产企业负责人说：
“发泡餐
具一旦解禁，则可以凭借低廉的价格优
势，挤占市场”。餐具行业协会人士介绍，
如果政府能够建立有效的发泡餐具回收
利用体系，一次性餐具可能会造成的“白
色污染”会降到最低。
左图为发泡餐具重新被店主摆上
店面。下图为清洁工在捡拾散落的一次
性发泡餐具。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蔡岩红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今天对外通报了襄
阳“ 4·14 ”重大火灾事故情况。认为此次
火灾事故暴露出部分经营单位消防主体
责任缺失，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消防安全
责任及法规、制度不落实，应急处置能力
低下等诸多问题。
2013 年 4 月 14 日 6 时许，位于湖北
省襄阳市的一景城市花园酒店二层迅驰
星空网络会所发生火灾，导致酒店整栋
建筑二层以上大部分过火或过烟，造成
14 人死亡、47 人受伤。
火情初发时，该网吧工作人员未能
及时采取扑救措施，丧失了阻止其扩大
成灾的机会；网吧工作人员未及时报警
且未通知酒店值班人员，延误了火灾初
期扑救和酒店人员疏散的有利时机；酒
店消防控制室无人值守，不能尽早发现
火灾和组织人员疏散；酒店消防喷淋装
置在火灾发生时不能正常启动，未能起
到延缓火势发展的作用。

违规导致热钱流入将追责

会风尚，苹果公司必须删除这些淫秽内容。

发泡餐具“解禁”
环保餐具“受伤”

消防意识淡薄酿襄阳大火

专家建议广州立法草案不要做减法

本报记者 张维
对话嘉宾：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马怀德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林 喆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卓泽渊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 周永坤
16 年前，中央文件要求领导干部申报
的财产事项，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而广州正
在征求意见的《广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
(草案)》拟规定申报范围限于个人财产。此
间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
广州立法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问题上不应
做减法，否则就是退步。

财产申报与财产公开
记者：我们注意到，草案规定的是“财产
申报”而不是“财产公开”。两者有何不同？
卓泽渊：财产申报是财产公开的初级
形式，财产公开是在财产申报基础上，进一
步让公众知悉领导干部财产情况的一种制
度设计。财产申报主要是向组织申报的，财
产公开则是向社会公众公开。
马怀德：
可以将财产公开看作财产申报基
础上的一种政府信息公开。理论上，财产申报
立法应当规定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明确公职人
员有申报义务；
二是监察机关等有抽查复核的

可能性；
三是必要时在一定范围内将一定级别
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向社会公开。
周永坤：财产申报是国际上通用的说
法，较之于“财产公开”更为规范，是指公职
人员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的财产，并允许
社会大众知悉查询。全世界已有近百个国
家和地区建立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

财产申报尚无统一立法
记者：财产申报是否有上位法？
卓泽渊：目前关于财产申报的规定只见
于党内规定，作为一种纪律性的制度设计。在
我国的基本法律层面，尚无明确法律规范。
林喆：关于财产申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1995 年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
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就
有规定。但从法律层面来看，并无上位法。
马怀德：我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这也
正是学界一直在积极推动公职人员财产收
入申报法出台的原因。

个人财产还是家庭财产
记者：草案规定的申报范围限于个人
财产。有人担心，有关人员会把家庭财产登
记到其妻子或丈夫名下，以逃避监管。
卓泽渊：我理解，财产申报就应该是家
庭财产申报。因为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原
本就是混同在一起，如果将财产申报只限
定于个人财产而非家庭财产，那么财产申
报制度的实施成效、领导干部的财产公开
程度和诚信程度都可能因此而大打折扣。
周永坤：财产申报应当是家庭财产的申

报。国外的财产公开都是家庭财产的公开。
马怀德：草案的这一规定似乎是一种
退步。因为早在 199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
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就明确，将家庭财
产作为报告人应报告的重大事项，要求报
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营建、买
卖、出租私房和参加集资建房的情况”，还
包括配偶从事营利性职业的情况等。
林喆：这是一个逐步向前推进的过程，
至少草案已经迈出了“个人财产”申报的重
要一步，应当予以肯定，并允许由“个人财
产”起步，逐步走向“家庭财产”申报。

谨防抽查成选择性执法
记者：草案规定，监察部门应定期抽查
个人财产申报是否属实。监察部门在核实
公职人员财产时，是否有权调阅房产、存
款、股票信息？
马怀德：调阅房产、存款、股票信息，是
监察部门抽查行为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
所以立法赋予其相关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卓泽渊：应当注意的是，要防止“抽查”
成为选择性执法，防止其演变成针对特定
个人不公正的抽查，和对特定个人不抽查
的庇护。赋权的前提是必须有严格公正科
学的抽查制度。

建议停职规定弹性太大
记者：草案规定，对不如实申报的，检
察、监察、审计等部门有权建议“暂停其执
行职务”。这里的建议是什么性质？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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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jingji813@１
２６.com

地方过分依赖卫片执法检查

“苹果”
中文应用程序被指偷逃税
交易辐射到中国用户。苹果公司有十几万
个中文收费应用程序下载服务，我国用户
通过苹果电子产品商贸( 北京) 有限公司
www.apple.com.cn 网站进入下一步操作购
买应用程序，可用人民币付款。苹果公司在
我国销售的中文应用程序数量可观，但苹
果公司从未向中国海关缴纳关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条中规
定：
“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监管进出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
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以下简称进出
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
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
其他海关业务。”第八条规定：
“进出境运输
工具、货物、物品，必须通过设立海关的地
点进境或者出境。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经过
未设立海关的地点临时进境或者出境的，
必须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关批
准，并依照本法规定办理海关手续。”软件
属民法中的物，是物品的一种，苹果手机中
可下载的中文应用程序也是一种物品。海

美编/李晓军

何种后果？对公职人员是否有威慑力？
卓泽渊：建议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也非特
定的法律程序，其后果和威慑力不确定。
周永坤：建议既然规定在法律中，就具
有法律性质，但这样的规定过于疲软，任意
性程度太大。我们应该多学学国外同行的
做法，不如实申报便构成了对法律的触犯，
既然不愿意接受承担这一职务必须履行的
义务，就只能丢官不做。
马怀德：之所以作此规定，相信是因为
还没有上位法的原因。不过虽然只是建议，
有关机关也必须认真对待和切实执行。

对违法用地整改不积极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郄建荣 2012 年度土地矿
产卫片执法检查已经启动，今天，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卫片执法检查已经连续开展了 13 年。国土资源部要
求纠正地方过分依赖卫片执法检查而轻视日常监管问题。
国土资源部有关负责人说，12 次卫片执法检查在遏
制违法违规势头、推动构建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推进
管理制度改进与改革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作为一项执
法手段，部分地区存在‘重卫片检查，轻日常监管’的倾
向，对日常巡查发现的违法用地，在组织查处整改时不够
积极。而是等卫片数据下发后，看是否属于卫片执法检查
范围，看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是否超 15% 等情况，再
组织查处整改。”
这位负责人认为，这种做法影响了卫片执法检查的
严肃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重在从整体上评估一个地区
的国土资源管理秩序，而日常执法监察则注重在个案源
头防范和查处。
为扭转“重卫片检查，轻日常监管”的倾向，国土资
源部要求，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统筹协调处理好日
常巡查、案件查处等日常执法监察工作与卫片执法检查
的关系，探索建立日常执法监察工作成效与年度卫片执
法检查结果相挂钩的激励机制。
对于 2012 年度卫片执法检查工作，这位负责人说，
国土资源部将突出两项监管重点，一是重点对图斑多、违
法多、查处整改不到位地区进行筛选，二是对重大典型案
件即时挂牌督办。

保险合同纠纷投诉上升 5 倍
一季度理赔退保投诉增多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辛红 保监会今天通报一
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有效投诉总量为 5054 件，同比上升
370.14% 。其中涉及合同纠纷类投诉 4078 个，占比 74.55% ，同
比上升 538 . 18% ；涉及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规类投诉 1392
个，占投诉事项总量的 25.45% ，同比上升 155.41% 。
据统计，一季度投诉涉及财产险公司的九成为合同
纠纷类投诉，其中，理赔(给付)纠纷占财产险公司合同纠
纷类投诉的 78 . 70% ，对事故损失核定、保险责任的认定
依旧是理赔纠纷的主要问题。涉及财产险公司的投诉中
投诉量最多的是人保财险，投诉中 90 . 15% 为车险，主要
反映理赔纠纷问题，如投诉人对保险事故的损失核定结
果不认可，对保险责任、除外责任的认定标准和依据持
有异议等方面。
涉及人身险公司的投诉中，61% 为合同纠纷类投诉，
39% 为违法违规类投诉。其中，在合同纠纷类投诉中退保
纠纷占比最高，对退保金额和退保扣除费用的争议是消
费者投诉的主要内容。在违法违规类投诉中，销售误导
投诉占 91 . 54% 。
统计还显示，一季度保监会机关及各保监局对消费
投诉的办结率达 94 . 18% ，帮助消费者维护经济利益总计
6368 . 56 万元。全国各级保险行业协会共受理各类保险合
同纠纷调处申请 4821 件，实际调处 3703 件，调处率达
76 . 81% ，涉及金额 8720 . 52 万元。
一季度，合同纠纷的诉求解决率为 66 . 96% 。在违法
违规投诉办理中，查实存在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违规
问题 109 件，部分属实的 168 件，查不属实的 350 件，无法
查实的 659 件。对此，各保监局给予有关公司和责任人警
告 14 次，罚款 110 万元，对 24 人次进行监管谈话，下发
监管函 37 份。
另外，通过 12378 热线电话投诉的占有效投诉总量
81.66% ，12378 维权热线日均实际接听量为 530 个，但有 42%
的投诉为无效投诉或者投诉处理进度和结果查询等。

矿山施救不当致人死亡频发
安监总局将培训救护人员
本报北京 5 月 9 日讯 记者蔡岩红 国家安监总局
近日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矿山救援培训工作。用两
年时间对专兼职矿山救护队指战员、矿山从业人员、各级
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管理人员以及从事矿山救援培训
工作的师资进行一次全面培训。
据统计，
“十一五”期间，由于施救措施不当导致事故
扩大而造成的较大以上事故 167 起，由于施救不当共造
成 657 人死亡。尤其是今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永
盛煤矿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后，由于缺乏基本的应急
救援知识，致使死亡人数由初期的 2 人扩大至 12 人，充
分暴露出矿山救援培训中存在着薄弱环节。
通知提出，按照统一规划、归口管理、分类指导、分级
实施、教考分离的原则，以全面提升矿山应急救援能力为
目标，以提高矿山救护队指战员技战术水平、矿山从业人
员应急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技能)、各级安全监管监察
机构应急管理(救援)人员应急指挥能力为重点，充实培
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加强培训管理，注重培训质量。
通知还明确了培训范围，包括全国 428 支专职矿山
救护队指战员(2 . 6 万人)，矿山企业兼职救护队指战员、
矿山企业有关人员、地方各级安全监管监察机构应急管
理(救援)人员以及从事矿山救援培训工作的师资。专(兼)
职矿山救护队指战员和从事矿山救援培训工作的师资培
训时间不少于 40 学时，其他人员不少于 20 学时。

期待全国性立法早出台
记者：财产申报制度由来已久，广州这
一规定有何新意？
卓泽渊：广州规定是一种尝试，效果有
待检验。值得注意的是，监督权的设置一定
要科学，既要将领导干部置于社会监督之
下，又要保护领导干部的合法权益，避免干
扰到正常的公务秩序。相关制度的出台既
要积极，又要保证走法治化道路，防止仓促
出台缺乏公正法治民主等元素而带来负面
影响。此外，远比财产申报制度更重要的
是，公有财产的管理使用监督制度，依法有
效防止贪贿才是根本。
马怀德：这是地方性立法的有益实践。
今年一月份，中纪委全会已要求对领导干
部报告的重大事项进行抽查。广州将文件
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是一个进步。我们期待
加快全国性立法，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公
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法。

“吓”药
近日，媒体报道山东潍坊市峡山区有农户使用剧毒
农药“神农丹”进行大姜种植。记者了解到，虽然当地已查
封了非法销售“神农丹”的门店，刑拘了门店经理并启动
了相关责任人的问责程序，但消费者对生姜安全的疑虑
并未消除。
新华社发 蒋跃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