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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重拳打击食药农资和环境犯罪
新华社消息

公安部
10 月 10 日 在 京 召 开 视 频
会议，部署自即日起，组
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为
期3个月的深化打击食品
药品农资和环境犯罪行

动，突出打击治理民生领
域犯罪问题，切实维护广
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和身体健康。
记 者 从 会 上 获 悉 ，近
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持续

深入推进打击食品药品
农资等假冒伪劣犯罪和
环境污染犯罪，集中侦破
一批大要案件，取得明显
成 效 。今 年 以 来 ，截 至 目
前，各地共破获食品药品

农 资 和 环 境 犯 罪 案 件 2.1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6万余名。但 是 ，食 品 药
品农资和环境犯罪点多、
面 广 、量 大 ，新 情 况 新 问
题不断出现，涉网案件高

发频发，跨国跨境跨区域
犯罪突出，网上网下违法
犯罪交织勾连，社会危害
严重。
公安部副部长孙力
军在会上指出，各地公安

机关要重拳出击，以对食
品药品农资和环境违法
犯罪“零容忍”的态度，突
出重点领域、全面深入排
查，全力侦破一批大要案
件。

（熊 丰）

2019年起，
工资条必须包含这些信息！
喜丰收
10月11日，在广西龙
胜各族自治县平等镇广南
侗寨，村民在稻田里剪禾。
金秋时节，地处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高寒山区
的单季稻香禾糯迎来丰收
季，侗族同胞用传统方式
剪禾、挑禾、晒禾，侗寨里
处处是丰收的景象。
摄影/新华社消息 黄
勇丹

（2018版）

人社部发布第二批拖欠农民工工资
“黑名单”
《新京报》消息

10月
11日，人社部布并向国家
发展改革委推送了第二批
共 30 条 拖 欠 农 民 工 工 资
“黑名单”信息。其中，河北
一家企业拒不支 付 346 名
农民工工资487.8万元。
这批名单包括25家用
人单位和5个自然人。这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于2018年8月31日通过，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新通过的税法不仅提高了个税起征点，还对工资
条上的一些展示项目做出了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第十
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
扣缴申报，并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款
等信息。
对企业中的普通职工而言，工资、薪金所得；劳务
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都算做个人所得。
依规定，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
的收入额减除费用6万元以及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
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
额。
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以收入减除20%的费用
后的余额为收入额。
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减按70%计算。
也就是说，单位发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
不向员工提供类似“工资条”的个人所得和已扣缴税
款等信息，
属于违法行为。

违法失信主体在用工过程
中都存在克扣、无故拖欠
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
标准等情形，严重侵害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人社部
门已对这些拖欠工资违法
行为依法查处并责令改
正。

根据 《拖欠农民工工
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及《关于对严重拖欠农
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有
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的规定，这些单
位及相关人员将在政府资
金支持、政府采购、招投
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

融资贷款、税收优惠以及
交通出行、高消费等方面
依法受到限制。

（2018年第二批拖欠
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信息
网址：http://www.mohrss.gov.
cn/SYrlzyhshbzb/dongtaixinwen/buneiyaowen/201810/t20
181011_302740.html）（吴 为）

（据《工人日报》报道）

◎

社会广角

北京动物园大象丢失？园方辟谣
最高法：
有财产可供执行案执结率要达到九成
新华社消息

人民法
院将坚决如期打赢“基本
解决执行难”这场硬仗，开
展涉民生重点案件集中执
行、专项执行，确保有财产
可供执行案件法定期限内
实际执结率达到90％。

这是记者从10月10日
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执行
工作会议暨全国法院审判
管理工作座谈会上获悉的。
会议还提出要切实加强对
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的管
理，
确保终结本次执行合格

率达到90％，
扎实推进
“执转
破”工作，加大司法救助力
度。
要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切
身感受，
进一步加强信访工
作长效机制建设，
推动信访
案件办理规范化，
确保执行
信访案件办结率达到90％。

《北京青年报》消息

此外，
人民法院将加强
统筹协调，
强化督导问责，
提
高新收执行案件的办理效
率，
加大对旧存案件的清理
力度，
确保全国90％以上法
院达标，确保3年案件整体
执结率达到80％。

（罗 沙）

《北京晚报》消息

能之外，已有的一键报警、
紧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乘
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继
续优化。。
目前，在警方调查取
证的需求中，针对所有提
供警官证等有效证明材
料、符合基本调证法律法
规的需求，滴滴客服专项
对接工作组最长不超过10
分钟即可配合警方完成调
证工作，未来滴滴将持续
保持高效响应。
滴滴还在筹建安全监

（宗 文）

政府要给单身汉发老婆？警方辟谣
《新京报》消息

滴滴将推出黑名单功能
滴
滴出行10月10日称，即将
于10月18日更新的滴滴乘
客端和司机端App将试行
“黑名单”功能，届时乘客
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
诉、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
加入黑名单，
“ 屏蔽”后的
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
匹配订单。
试行期间，加入黑名
单后暂时不可取消。除了
在现有评价体系和安全保
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功

10月10日下午网传“北京海
淀区动物园象馆管理员发现园区丢失一头2吨重成年
雄象”的“警情通报”
。北京动物园官微随即发消息称，
经核实此“丢象消息”为虚假消息。所有大象正常展
出。记者获悉北京动物园从未丢失过动物，
“海淀动物
园”
说法也不成立，
目前园方正查找传谣源头。

督顾问委员会。
安全监督顾
问委员会计划每年召开不
少于5次会议，帮助滴滴进
行平台治理、
推动落实安全

整改措施并给予专业意见
和指导，
安全监督顾问委员
会的产出成果也将公布给
社会公众。

（李 博）

■相关新闻
顺风车继续无限期下线

《北京晚报》消息

10月9日，
滴滴发布《滴滴国庆长
假出行安全运营及应急保障工作进展》，通报各项安全
措施实施情况。
对于乘客非常关心的顺风车何时能够重
新上线的问题，滴滴表示，还在仔细思考顺风车背后的
复杂性，
目前顺风车还是持续无限期下线。

（李 博）

10月11日，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就网传“政府要给单身汉发老婆”
一事发布通报，系涉事两男子拍视频散布虚假信息，
扰乱公共秩序，
被行拘3日。
在网传视频中，拍摄者问被拍摄的两名男子是否
有老婆，两名男子称没有，拍摄者告诉他们政府从俄
罗斯、日本进来一批美女，用来发给没有媳妇的人，并
要求他们保持手机畅通，政府通知他们就要及时去
领。
11日上午，贵州省安顺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
队通报称，这段视频在微信群内被大量转发，视频拍
摄者被误认为是政府扶贫工作人员。经查，拍摄视频
并在网上传播的违法人员分别是紫云县猫营镇的杨
某全、杨某书。据两人交待，两人因前段时间在网上看
到类似视频，觉得好玩，于是模仿视频中的情节录制
上述两视频，并发给微信好友，被微信好友传到微信
群和朋友圈。

（王洪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