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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人口红利时代来临
中国网民已达 4.85亿———

! ! ! !

近
'

亿网民的背后，新的网络信息

传播正在普及，新的网络商业模式正在

诞生，近
'

亿网民构建出来的虚拟世界

正不断展示着改变现实的力量，庞大的

“网络人口红利”令互联网经济的“黄金

时代”呼之欲出。

虚拟世界的真实力量：
网民渐成现实社会风向标

有关业内专家指出：近
'

亿网民，意

味着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人都已经和互联

网有过亲密接触，“人人都是通讯社、个

个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悄然到来。网络新

闻、评论跟帖、论坛、博客、邮件、微博

……网络新媒体迅速发展，舆论信息随

时随地互动传播，规模庞大的中国网民

早已不再满足于从网上获取资讯，他们

已经成为信息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从去年的“宜黄拆迁”到今年的“中

石化天价酒”，诸多热点新闻的线索来源

都是网络。看似只生活在虚拟世界的网

民，在某种程度上却已经逐渐成为现实

社会的“风向标”。

“哪怕仅有十分之一的中国网民在

传播信息、关注时事，他们也足以在中国

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可忽

视的角色。”已经有十多年“网龄”的深圳

网友“老亨”说。

网络人口红利时代来临：
电子商务规模达 4.8万亿元

中国网民规模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无疑预示着中国互联网广阔的市场前

景。面对网民数量的增加，如何创造新的

互联网盈利模式、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互

联网产业抢抓机遇越来越成为互联网企

业关注的焦点。

据介绍，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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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中国电子

商务规模达到
()*

万亿元，互联网上市

公司不断出现，市值不断创造新高，中国

电子商务交易的规模一路攀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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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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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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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望突破
#&

万亿

元，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已超过
!'&&&

家。”工信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与管理

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认为，中国的电

子商务已进入“黄金时期”，而且“十二

五”期间很可能延续这一发展态势。

提升网络幸福指数：
我国网速远低于全球水平

然而，在网民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

虚拟世界的居民们所享受到的服务还不

能算快捷和完美。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

中心近几次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虽然

我国有线（固网）用户中宽带普及率已经

接近
,,-

，但是全国平均互联网平均连

接速度略高于
$&&./01

，远低于全球平

均连接速度（超过
!+&./01

）。

这种网速意味着，下载一部
(&&

兆

左右的电影大概需要个把小时，下载一

个
+!

兆的
22

安装软件至少需要
'

分

钟。网友“王传涛”戏称：“在现实之中，我

们被堵在了马路上；在网络之中，我们被

堵在了网速上。”

提升网速只是中国网民的基本需

求。诚如网友“熊伟强”所说，背靠
#+

亿

人口的中国互联网行业规模扩张借的是

人口的声势，并不值得津津乐道；规模只

是浮云，网速提升、服务跟进、创意开花

才能真正体现中国互联网的金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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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迈永姜人杰被执行死刑
最高人民法院!两人案情在城建领域有典型性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最高人民

法院
#,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两起

典型案例，即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

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和苏州市原副市长

姜人杰受贿案。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已对

这两起案件的被告人许迈永、姜人杰依

法核准死刑，两名罪犯已于
#,

日上午被

执行死刑。

据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

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加快，房地产市场空前繁荣。由于

该领域资金投入量大，土地流转、工程建

设等环节权力相对集中，加之缺乏有效

监督，导致利用职务便利在城市建设领

域谋取利益的职务犯罪现象尤为突出。

这两起案例都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两

罪犯同样都曾经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

府领导，两人的主要犯罪行为也都与土

地审批和建设领域相关，都是利用手中

掌握的土地审批等行政权力违规操作，

为自己攫取巨额私利，且犯罪数额特别

巨大，在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一定的

典型性。

罪犯许迈永出生于
#,',

年，曾担任

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杭州市副

市长等职务，犯有受贿、贪污、滥用职权

+

项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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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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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许迈永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

人在取得土地使用权、享受税收优惠政

策、受让项目股权、承揽工程、结算工程

款、解决亲属就业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

后多次收受、索取浙江坤和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库等
#(

人款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

亿余元。他还利用

职务便利侵吞国有公司开发房地产项目

的利润
'+',

万余元。此外，许迈永还徇

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向企业返还土地

出让金
%#%&

万余元。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二庭

庭长裴显鼎介绍，法院认为，许迈永受贿

数额特别巨大，且具有索贿情节，情节特

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应依法惩处，并

与其所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

许迈永虽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主动交代

了部分受贿事实，且赃款已全部追缴，但

考虑其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

的职务廉洁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

响，不足以对其从宽处罚。许迈永归案后

检举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经查，其检举线

索均未查证属实，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

此，依法对他判处并核准死刑。

罪犯姜人杰出生于
#,(*

年，曾利用

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五个

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置换等事项

上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折合人民币

#)&*

亿余元。

裴显鼎介绍，法院认为，姜人杰受贿

数额特别巨大，在为他人谋取利益过程

中，违背职责，积极谋划，弄虚作假，犯罪

情节特别严重，并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

损失，应依法惩处。姜人杰虽有主动交代

未被掌握的极少部分受贿事实的情节，

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姜人杰在归案

后向办案机关提供了他人涉嫌犯罪的线

索。经查证，他提供的部分线索涉及的问

题已被办案机关掌握，部分线索与事实

不符，其行为不构成立功。据此，依法对

他判处并核准死刑。

坚决严惩城建领域权力腐败

! ! ! !

最高人民法院
"#

日公布了杭州

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受贿!贪污!滥用职

权案和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

案"并宣布对许迈永!姜人杰依法执行

死刑# 在我国城市建设领域腐败案件

多发期" 这一消息对于城市领导干部

如何行使权力无疑是一个警示$

工程建设领域是当前反腐败斗争

的重点领域$ 这两起典型腐败案都发

生在经济发达地区" 两名罪犯都曾经

担任主管城建工作的政府领导" 他们

的犯罪行为突出暴露了当前城市建设

领域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牟取私利

的情况$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建设领域资

金投入量大"土地流转%工程建设等环

节权力相对集中" 在权力缺乏有效监

督的情况下极易诱发职务犯罪$ 由于

涉及资金规模巨大" 腐败分子攫取的

经济利益动辄数以千万元乃至亿元

计" 更由于此类贪腐直接损害建筑物

质量安全"影响公众身家性命"百姓莫

不切齿痛恨$因此"对于此类腐败犯罪

只有从严从重惩处" 方能体现国法威

严"还公众一个公道$

对职务犯罪的态度" 说到底是对

权力为谁而用的认识$立党为公!执政

为民的中国共产党" 决不允许领导干

部把手中的权力作为牟取私利的工

具$对腐败问题"党和政府始终旗帜鲜

明!一以贯之地坚决反对并予以惩治$

许迈永!姜人杰被执行死刑"再次表明

党和政府对腐败犯罪决不手软的鲜明

态度$

遏制城市建设领域的腐败" 既要

严惩腐败犯罪" 还应从完善制度上预

防腐败"核心是让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许迈永以权谋私时间长达
"$

年"期间

边腐败边升官" 从杭州市西湖区区长

升迁至区委书记!杭州市副市长"充分

说明对权力的监督在他身上几近空

白$ 如何进一步完善对领导干部权力

的监督"值得深思$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

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

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如果腐败得不

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

持$ 许迈永%姜人杰腐败案以活生生的

事例警示我们"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

峻"任务依然艰巨$ 必须以更加坚定的

信心%更加坚决的态度%更加有力的举

措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定

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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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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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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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日

发布(第
&'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 报告显示*

截至
&(%%

年
)

月底"我国网民规

模已经达到
*+',

亿"

&(%%

年年底将超

过
,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

$

截至
&(%%

年
)

月底"我国手机

网民规模为
-+%'

亿"在总体网民中

的比例达
),+,.

$

今年上半年" 我国微博用户数

量从
)-%%

万快速增长到
%+#,

亿"半

年增幅高达
&('+#.

"在网民中的使

用率从
%-+'.

提升到
*(+&.

$

在微博用户快速增长过程中"

手机微博表现突出" 手机网民使用

微博的比例从
&(%(

年末的
%,+,.

上

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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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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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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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 60周年
庆 祝 大 会 隆 重 举 行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致电祝贺

胡锦涛题写"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

周年#贺匾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 ! ! !

据新华社拉萨
!

月
"#

日电 古城

拉萨彩旗招展，雪域高原万众欢腾。
#,

日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

万

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

西藏和平解放
3&

周年。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题

写“祝贺西藏和平解放
3&

周年”贺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

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习近

平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回良玉在会

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关于庆祝

西藏和平解放
3&

周年的贺电。

习近平向西藏自治区赠送了胡

锦涛总书记亲笔题写的“祝贺西藏和

平解放
3&

周年”贺匾。西藏自治区党

委书记张庆黎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接

受了贺匾。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

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代表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向西藏各族工人、农牧民、

知识分子、干部和各界人士，向人民

解放军驻藏部队指战员、武警西藏部

队官兵和公安干警，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亲切的慰问；向所有为西藏和平解

放和改革发展作出贡献的同志们、朋

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一切关心

和支持西藏发展进步的港澳同胞、台

湾同胞、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表示

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