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可诉政府拒不公开信息
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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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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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电 法院通

过审判监督政府信息公开，公众的知情

权才会得到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

布了《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

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
!"

条的司

法解释，旨在解决法院审理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案件“受理难”“审理难”的问

题。

据了解，三年前颁布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

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

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

此，社会普遍对司法诉讼助推政府信

息公开寄予厚望。

近年来，各级法院受理的政府信

息公开案件逐年增长，不仅成为人民

法院行政审判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也

成为一个新的热点、难点。最高人民法

院行政庭负责人介绍，“由于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案件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案

件，直接的法律依据不多，也非常原

则，导致在受理、审理、判决等各个环

节面临无规则可依、标准难统一的问

题，迫切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

解释予以指导和规范。”

司法解释从法院的受理范围、举

证责任、不公开的范围、审理方式和判

决形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可以受理

的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范围作出了规

定，基本涵盖了政府信息公开领域可

能引发争议的情形。此外，如果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政府信息公开

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

的，还可以一并或单独提起行政赔偿

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负责人

说，“与一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比较发

达的国家相比，权利保护的范围可以

说是非常广泛的。”

司法解释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

件包括：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

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

答复的；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信

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要求的内容或者

法律、法规规定的适当形式的；认为行

政机关主动公开或者依他人申请公开

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的；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

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要求该行

政机关予以更正，该行政机关拒绝更

正、逾期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

机关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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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铬渣未影响珠江源
广西监测显示：

! ! ! !

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 广西壮

族自治区环保厅
'(

日通报，近期对南

盘江下游广西境内珠江水系河流所做

的监测显示，目前广西水质未受“云南

铬渣事件”影响。

日前，云南省曲靖市辖区内发生

($$$

多吨铬渣被随意倾倒事件，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不少群众担心，由于离

铬渣丢弃点较近，作为珠江正源的南

盘江会受到污染。

自治区环保厅巡视员冯振年介绍，

环保部门
%

月
)*

日对有关断面的水质

监测显示，监测点均未检出六价铬，各

项指标符合地表水
!

类水质标准。

冯振年说，一旦发现珠江水系广

西境内河流中六价铬超标，广西将及

时通报给有关部门并向社会发出提

醒，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浙江曝光致癌“血燕”
平均亚硝酸盐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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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克
(

千克!长期食用会致癌

马来西亚燕窝年产量
)''

亿元人民币!

*$+

销往我国

利益链不择手段企图挽回影响!竟办"假冒发布会#

“马来西亚官方发布会”
出“洋相”

+

月
#&

日，自称是“马来西亚濒危

物种进出口管理局、马来西亚出口兽医

检验局、马来西亚燕窝出口公会”等机构

官员的人士在杭州五洋宾馆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血燕的亚硝酸盐超标问题进行

“澄清”。

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记者在网上贴

出了发布会照片和会议议程，对这个发

布会深表怀疑：会议给记者分发的两份

资料中都列出了马来西亚官员的名字，

一份是中文的会议议程，一份是落款为

“浙江省老字号协会、同业行家”的中文

邀请函。两名马来官员分别是“马来西亚

出口卫生部（出口检验局）总监拿督凯孺

哈兴，马来西亚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

局长拿督珉阿膜”。

这名网友质疑说，为什么在发布会

的背景板上，“马来西亚出口卫生部”

又摇身一变，成了“马来西亚出口兽医

部”？

马来西亚“查无此官”，辟
谣发布会原是“山寨版”

据了解，所谓马来西亚有关机构
+

月
#&

日在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未办

理任何相关手续。

新华社驻吉隆坡记者核实发现，马

来西亚并没有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

也没有进出口卫生部、也没有出口兽医

部，可以说，新闻发布会来头最大的两个

官员，在马来西亚其实“查无此官”。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根据工商部门

的调查，这两人是冒充的。

郑宇民说，在马来西亚，燕窝是很大

的产业，每年产量有
#,$

亿元人民币，

-(.

都是销往中国。“所以中国市场有风

吹草动，他们就着急，特别是一些利益的

相关人就很着急，一着急就出洋相了。”

事实上，中国燕窝市场最大的进口

国是马来西亚。最近一段时间血燕行业

黑幕被频繁曝光，利益链条上的商家、行

业协会甚至政府官员不择手段地想挽回

影响，这才出现了“假冒发布会”。

浙江工商：抽检 303批次
血燕亚硝酸盐含量普遍超标

最近两个月来，浙江全省工商机关集

中开展了燕窝市场血燕产品专项清查行

动，分别由浙江公正检验中心、宁波出入

境检验检疫中心、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

检测中心等
&

家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截至

目前，已经出具检测报告
"$"

批次，检测

结果亚硝酸盐含量普遍较高。

)(

日浙江省工商局召开新闻发布

会公布了此次执法检查结果：此次抽检

涉及全省各零售店问题血燕达
#$

万克，

约
"

万多盏，平均亚硝酸盐含量达
**$$

毫克
/

千克，亚硝酸盐含量最高达
!!,,,

毫克
0

千克。其中，标称广东鹰皇参茸制

品有限公司的“鹰皇”牌血燕；厦门市丝

浓食品有限公司的“燕之屋”牌血燕；广

州同康药业有限公司的“正基”牌血燕；

北京庆和堂参茸有限公司的“庆和堂”牌

等
!!

批次的血燕产品检出的亚硝酸盐

含量最高均超过
!,,,,

毫克
0

千克。

经浙江省工商局初步调查，问题血

燕主要源于马来西亚，通过厦门市双丹

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佛山市合盈

药业有限公司、广州龙标心燕食品有限

公司，四川省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医药

分公司、香港康泰堂药业有限公司等大

供货商的渠道进入浙江省市场。

在新闻发布会公布的调查录像中，

也有一些经销商承认，他们在杭州市场

上销售的血燕，其实是在加工作坊里，对

白燕窝进行熏制或染色后形成的，在这

个加工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亚硝酸盐。

杭州一家以制作燕窝闻名的餐厅副

厨师长洪雷鸣说，血燕比官燕贵，每
(,,

克高出两千到三千块左右，但是如果真有

野生血燕，怎么满足得了市面上的需求量？

所以懂行的人都知道，血燕假的居多。

超标血燕可能致癌

国家强制性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12+&,32,!!

）严

格限制添加亚硝酸盐，仅允许生产腌熏肉

等制品有微量残留，限量为
",45065

，最

高熏制火腿残留量也不得超过
+,45065

。

对非有意添加、自然生成的亚硝酸盐，国

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1#+&#3

#,,(

）规定限量一般为
"3(45065

，最高的

酱腌菜的限量也仅为
#,45065

。

浙江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认为，“此

次查获的不合格燕窝中的最高亚硝酸盐

含量已超过
"(,

倍之多”。事实上，在工

商部门的抽检中，实验表明，亚硝酸盐达

到
',,,45065

的血燕，经过
'"

小时浸

泡，亚硝酸盐仍然高达
"",45065

。

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相关专家认

为，亚硝酸盐几十年前就被科学研究证

实是一类致癌物质，经常食用亚硝酸盐

含量超标的食品，肯定会对身体造成伤

害，最突出的就是胃癌和食道癌。“但这

个危害不是一两天就出来，是长期积累

导致对细胞基因的破坏，导致癌变”。

据新华社杭州
!

月
"#

日电

我国探测到大亚湾
核反应堆中微子

实验装置位于地下100米、距反应堆360米
试图破解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从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获悉，大亚湾反应

堆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
'(

日在京宣

布，位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内的实验装

置经过四年的建造，在地下
',,

米深、距

反应堆仅
"&,

米的近点实验大厅内，安

装就位的两个中微子探测器已经探测到

来自核电站反应堆群的中微子。

大亚湾实验合作组发言人、中国科

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王贻芳

说，这标志着大亚湾国际合作组对中微

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测量迈出了第一

步，实验结果很可能会对宇宙中为什么

物质多于反物质提供线索。

据介绍，中微子是一种极难被探测到

的基本粒子，它有三种类型，可以通过振荡

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大亚湾实

验是对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测量。

这最后一个未知的混合角数值的大小决

定了未来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并

且与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有关。

由于科学意义重大，国际上曾先后对

此提出了
%

个实验方案。由我国科学家提

出的大亚湾实验方案具有独特的地理优

势和独到的设计，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支

持。自
#,,&

年起成立的大亚湾国际合作

组，目前已发展为由来自
&

个国家和地区

的
"-

个研究机构、
#(,

名研究人员组成。

“这是一个非凡的成果，来自全球数

百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八年的努力，

建设了一个地下实验装置，探测来自反

应堆的中微子，目标是寻找一种新型的

中微子振荡并对它进行精确测量。”王贻

芳说。

“从大亚湾获取的第一批数据使我们

可以开始测量这个未知混合角，并最终将

振荡幅度测量至
'7

的精度以内。”来自美

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大亚

湾合作组发言人陆锦标教授说，“这个精度

比现在的测量结果高出一个数量级，而且

远比正在进行中的其它实验精确得多。”

陆锦标说，实验结果将对解释中微

子在宇宙大爆炸后最早的一段时期内基

本物质的演化过程中起到的作用以及为

什么今天宇宙中物质比反物质更多做出

重大贡献。

据介绍，大亚湾实验是一个中微子

“消失”的实验，它通过分布在三个实验

大厅的
%

个全同的探测器来获取数据。

每个探测器为直径
(

米、高
(

米的圆柱

形，装满透明的液体闪烁体，总重
)),

吨。周围紧邻的核反应堆产生海量的电

子反中微子，两个近点实验大厅中的探

测器将会测量这些中微子的初始通量，

而远点实验大厅的探测器将负责寻找预

期中的通量减少。

相比反应堆每秒钟产生的无数中微

子而言，近点实验大厅中的探测器只能

捕捉到极小的一部分，大约每天一千多

个。而位于远点实验大厅的探测器每天

只能探测到几百个。科学家们预计，要实

现实验目标，大约需要两年的取数时间。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是中美在

基础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合作之一，中国

与美国领导了实验，同时还包括来自俄罗

斯、捷克、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合作者。

这项研究也在我国开创了国家、地方与企

业共同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先河。

近日，新华社记者接到网
民举报，称 7月 26日以“马来
西亚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局
局长”为首的马来西亚官方新
闻发布会，其实是个“山寨新
闻发布会”，其中的官员是请
人假冒的，发布会的目的就是
为血燕辟谣，以挽救整个以中
国为最大市场的燕窝产业链。

血燕到底安不安全？谁组
织了这个“山寨”新闻发布会？
是谁在坑害中国消费者？新华
社记者对此作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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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解读稿系伪造
税务总局否认修订个税：

! ! !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家税

务总局
)(

日发布声明称，近日，有人

盗用税务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得税若干

问题的规定的公告》（
2,))

年
*+

号）”

并作解读，该文及解读内容在媒体刊

登后，严重误导了纳税人。

税务总局表示，税务总局从未发

过该文件及解读稿，此文件及解读稿

系伪造。税务总局将依法行使追究伪

造公文者法律责任的权力。

! ! ! ! !

一名小女孩在垃圾堆中捡到已

变质的面包和鸡蛋（
%

月
)*

日摄）!

有这样一群孩子" 他们的暑假生

活不是在少年宫和夏令营度过" 而是

在一次次的弯腰#淘宝$中度过%他们

手中的玩具"不是喜羊羊和变形金刚"

而是背篓和钉耙%他们的活动场所"不

是在足球场和游乐园" 而是在贵州最

大的垃圾填埋场&

日处理生活垃圾
!$$

吨的贵阳市

高雁垃圾填埋场" 是贵州省第一座也

是规模最大的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

场&在它的周围"居住了上百户以拾捡

垃圾为生的农民工" 这些农民工的孩

子"就在垃圾堆上度过他们的童年&

生活在这里的一个三口之家"每

天拾捡垃圾
!

小时" 每月收入仅有七

八百元" 只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所

以"小到六七岁"大到十来岁"这里的

孩子课余时间都用在跟随大人在垃圾

堆上拾捡可回收卖钱的#宝贝$"以减

轻家中的生活负担&上学期间"他们放

学后会到垃圾场干到晚上八九点钟才

回家&而暑假期间"大一点的孩子每天

傍晚进入垃圾场" 一直要干到第二天

早晨才离开&

为了节省房租" 这里的家庭往往

四五口人同住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屋

子"空场堆满了垃圾&没有任何消毒措

施' 长期与垃圾为伍的生活环境大大

加大了孩子们患传染病的几率!

这些孩子身处城市边缘" 生存条

件恶劣"家境非常贫困"他们上学通常

都很晚"有的十一二岁才入学"有的甚

至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 由于教育水

平低下'缺乏生活技能"这些在垃圾堆

上成长'度过童年的孩子"有的已辍学

在家"有的已(子承父业$& 新华社发

垃圾堆上的童年

图为安装就位的两个直径
%

米'高
%

米的中微子探测器& 新华社发

4名台湾游客死亡
台湾一旅游团在吉林境内发生车祸

! ! ! !

据新华社长春
!

月
"$

日电 记者

从吉林省有关方面获悉，
)(

日下午发

生的台湾旅游团吉林车祸伤者现正在

长春市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行抢救治

疗，
)(

名伤者无生命危险。

)(

日
)*

时
",

分左右，一辆台湾

旅游团乘坐的旅游客车在吉林省境内

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造成
*

名台湾

游客当场死亡（其中
)

男
"

女），另有

)(

人受伤（其中
)*

人为台湾游客）。

据旅游车内领队提供的死亡人员

名单，
*

名台湾游客为：吕惠玉，女，
*2

岁；赵灼，女，
&2

岁；廖秀云，女，
*2

岁；

王明玮，男，
2*

岁。

另据了解，受伤的台湾游客多数

年龄较大，最大的
%,

多岁，最小的
(,

多岁。他们多为身体外伤，其中
(

人伤

势较重，但无生命危险。

据公安部门通报，客车为黑龙江

军泰运输有限公司车辆，车辆核载
"-

人，实载
2)

人。该车在珲（珲春）乌（乌

兰浩特）高速公路吉林省境内距长春

方向
**,

公里处与一轿车相撞后侧翻

至路边沟内。

据悉，国台办有关负责人正在赶往

长春途中。

这是
!

月
"%

日拍摄的台湾旅游团吉林车祸现场& 新华社发

公安部要求各地严打传销
广西来宾市打击措施致传销人员外流

! ! ! !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

日从公安部获悉，针对个别地区传

销问题较为严重的情况，公安机关将

进一步密切与工商等各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协作，把“拉人头”式、聚集型

的传销活动以及网络传销活动作为重

点，从基础、管控、查处、宣传等方面着

手进一步做好预防和打击工作。

日前，广西来宾传销活动被媒体曝

光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公安部立即要

求广西公安机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处置。

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对此，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公安机关将积极依托社会治安

综合管理机制，与工商等各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紧密协作，做好有关工作，保

持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

坚决遏制传销的蔓延发展势头。

此外，由于来宾市采取的清查和

打击措施使许多参与传销人员外流，

公安部将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

清查、教育、打击和整治工作，防止这

些人员外流到其他地区后重操旧业或

者形成新的聚集。

,

月
)-

日"马来西亚官方新闻发布会$%视频截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