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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行

新华社北京2月 14日电 （记者
陈菲）去年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9470件 15095人，通过公益诉
讼求解公地治理世界性难题……在国
务院新闻办 1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和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等就生态环境
检察工作有关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
者提问。

去年批准逮捕涉嫌破坏环境资源
保护罪9470件15095人

张雪樵在发布会上表示，检察机关
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近年来充分发
挥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作用，坚持以办案为中心，以专项活动
为抓手，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围
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农村
环境综合治理等方面的违法行为开展
监督，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
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司法
保障。

据介绍，2018年1月至12月，在刑
事检察领域，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
涉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9470 件
15095人，起诉26287件 42195人。在
公益诉讼案件领域，共立案办理自然资
源和生态环境类案件59312件，办理诉
前程序案件53521件，诉前程序行政机
关整改率达到97％，提起相关民事公益

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1732
件。

不少地方专门设立生态环境检察
部门，注重环境保护案件办理机制创新
探索，集中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实
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办案模式，探
索建立环境检察跨区划协作机制。

力求解决公地治理世界性难题
在发布会上，张雪樵从办案数量、

办案效果、案件的影响力等四个方面介
绍了中国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与西方
国家的公益诉讼制度之间存在的不同。

数据统计，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
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1万余件，其中
生态环境领域案件59312件。“中国检
察机关这一年的办案数量充分说明了
这项制度是有强盛生命力的。”张雪樵
说。

从办案效果看，近6万件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案件，督促被毁
损污染的耕地、湿地、林地、草原得到修
复的有210万亩，“这是看得见的公益
诉讼的治理效果。”张雪樵说。

据介绍，在湖北宜昌，生猪养殖是
主要的农业产业，但却带来了污染。宜
昌市点军区检察机关调查后，即刻督促
行政机关督促整改，但几个月都没有收
到效果。随后，检察机关将点军区环保
局告上了法庭。环保局败诉后，点军区

政府行动了起来，召集组织环保局、水
务局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养殖产业大整
治，又推动了全市范围内的养殖业污染
整治。

“中国检察公益诉讼能够解决公地
治理的世界性难题。”张雪樵表示，一个
案子解决一个地区的问题，也是中国检
察公益诉讼制度独特的地方，这跟西方
的制度是不同的。

将就大湾区三地生态环境保护建
立相关协作机制

在回答记者关于检察机关对粤港
澳大湾区生态司法协作有着怎样的考
量时，张雪樵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是党中央部署的一个重大的国家发展
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检察机关加强
检察协作，服务大湾区的建设，沟通交
流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做。

据了解，本月底广东省和澳门检察
机关将就检察公益诉讼，司法责任制等
相关内容进行会谈，就大湾区三地的生
态环境保护建立相关的协作机制。“相
信粤港澳三地的检察机关在推动生态
环境保护司法协作方面会有实质性的
进展。”张雪樵说。

积极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可依
法从宽处理

在办理刑事污染环境案件过程中，
检察机关往往会同时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积极赔
偿，修复环境，能否在刑事案件中从轻
处理？

对此，最高检检委会委员、第一检
察厅厅长张志杰介绍，坦白从宽，宽严
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司法
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
悔罪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2018年 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刑诉法中明确
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检察机关在办理破坏环境资源保
护犯罪案件中，把生态修复作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认罪、悔罪的表现。对积
极自愿履行生态修复义务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在审查逮捕阶段可以依法
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在审查起诉阶
段，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作出
不起诉的决定；对确需提起公诉的，可
以依法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的建议。”
张志杰说。

“恢复性司法的探索，让当事人主
动采取修复生态的行为，既是对他的法
律责任的追究，同时又是对社会的积极
引导。”张雪樵表示，不是一判了之，一
罚了之，一诉了之，而是让生态得到修
复，让江湖之水依然清澈，让蓝天永远
存在。

为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等问题

□新华社记者 李松

在重庆石柱县中益乡，“85后”宋健返乡创业两年多，
在扶贫政策支持下，领着乡亲们规模化养殖中蜂，蜂蜜收
购范围覆盖全乡上千农民，让原生态蜂蜜成为群众致富产
业。

中益乡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近些年重庆
把这些乡镇作为脱贫攻坚“重中之重”，扶贫精准到人头，
统筹到区域，发力改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调整，在脱贫攻
坚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扶贫精准到人头，统筹到区域
脱贫攻坚必须聚焦深度贫困。重庆对照贫困发生率

高、生存环境差等“硬指标”，识别出18个深度贫困乡镇，
精准发力拔“穷根”。

“为啃下这些扶贫‘硬骨头’，每个乡镇由1名市领导
担任脱贫攻坚指挥长，负责顶层设计、督促检查，谋划好思
路，把握好方向，统筹好资源。”重庆市扶贫办主任刘贵忠
说，同时，实施产业扶贫、生态保护、公共服务提升等七大
脱贫攻坚行动，扶贫资金、项目向深度贫困乡镇倾斜，确保
帮扶无死角、无遗漏。

瞄准“穷根”开出“药方”，到人到户解决民生难题是一
项重点工作。中益乡有近半群众生活在海拔千余米的高
山上，住房多为土木结构，有的破旧不堪。中益乡驻乡工
作队队长李建树说，乡里多方筹资，通过易地搬迁、危旧房
改造，已基本解决贫困户住房安全问题。

以深度贫困乡镇为单元的脱贫攻坚，另一项任务是统
筹区域发展，提高带动力。其中，开州区大进镇打破村社
界限，跨区域实施交通、水利等项目，形成外联内畅的完整
路网，缓解了群众行路难、饮水难。

目前，重庆深度贫困乡镇已启动脱贫项目1500多个，
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

产业深度调整，守着青山不受穷
在重庆，深度贫困乡镇之变，背后是产业结构深度调

整：一是培育了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改造了存量产业，挖
掘新的市场价值。

大巴山深处的红池坝镇距离巫溪县城100多公里，贫
困发生率30%多。以前农民种的是玉米、红薯、洋芋“三大
坨”，收成低、效益差，辛苦一年下来，仅能维持温饱。

但红池坝镇也有独特的潜力，那就是靠近国家4A级
景区红池坝。但过去受制于交通闭塞，这个镇每年与上百
万人次游客“擦肩而过”，守着青山仍受穷。

为此红池坝镇提出“农旅融合、旅为龙头”的思路，正
在“产业再造”。巫溪县副县长王仕杰说，想端上“旅游
饭”，要突破交通瓶颈。红池坝镇正在修建两条贯通全镇
并连接红池坝景区的干线公路，发展度假民宿，“留下过路
的游客，也就留下了旅游财富。”

立足资源禀赋，盘活、改造传统产业的工作也在推进中。中益乡经过调研，决
定发展以中蜂、特色果蔬为重点的特色效益农业。

同样是养蜂，如今大不同。在中益乡坪坝村一片草地里，整齐摆放着不少蜂
箱，四周装上了摄像头。“市民缴纳认购费后，便可获得蜂箱一年的收成。而且摄
像头实时监控，蜂蜜品质不打折扣。”中益乡引进的企业五度农业公司与贫困户签
订中蜂代养代销协议，群众每年还能分红。

优秀干部下沉一线，群众参与扶贫全过程
深度贫困乡镇空心村多，青壮劳力流失多，脱贫攻坚、乡村建设急需人才。为

此，重庆善用外力，选派优秀党员干部、引入新型乡村人才，下沉一线，助推发展。
“市里选派了18名副厅级干部担任驻深度贫困乡镇工作队队长，并精选市级

各部门80多名干部担任贫困村第一书记，访民情、做规划、推项目。”刘贵忠说。
驻乡工作队组织动员、政策协调、监督督促等优势正在发挥。在酉阳县浪坪

乡，饮水难一直是群众呼吁解决的民生大事。为此，浪坪乡驻乡工作队牵头与市
级部门对接，争取项目资金，又积极协调酉阳、彭水两县相关单位，争取跨县域调
水。

不少地方还创新机制，让群众参与扶贫项目立项、实施、监督全过程，脱贫攻
坚有了发言权，脱贫内生动力得到激发。

在红池坝镇渔沙村，为发展肉牛养殖，杨自清等群众代表与政府、企业工作人
员一道去河南购牛，对肉牛质量好坏、价格是否公道全程把关。杨自清说，搞扶贫
产业是咱自己的事情，一点不能含糊。牛壮了卖出去，家家户户都受益，脱贫信心
更足了。 （新华社重庆2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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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4 日电 （记者
吉宁）记者从北京市税务局了解到，北
京市税务局与北京市财政局日前共同
印发《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
知》，明确按50%的最高幅度顶格减征
资源税等“六税两费”。实施小微企业
普惠性减税措施，扩大了小规模纳税
人、小型微利企业和投资初创科技企业
优惠范围，增加了相关优惠税种，提高
了减免额度，实行减半再减半优惠政策
和叠加享受优惠政策。上述政策将惠
及北京市100余万户纳税人，将为北京
市小微企业减税90多亿元。

目前，北京市税务局各区（地区）局都
成立了减税降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统筹推进减税降费工作。相关门户网站
设立“减税降费”专栏，积极宣传减税降费
政策措施，并通过“北京税务”微信号，第
一时间推送各项减税降费政策措施。

同时，为了让纳税人及时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北京市税务局全面开展培训
辅导，共计培训12366纳税服务热线坐
席人员和办税服务厅一线人员2700多
人，确保办税大厅、管理所等窗口人员
准确掌握政策，熟练运用系统。各区
（地区）局通过纳税人学堂、上门辅导、
集中授课等方式开展全方位培训辅导，
确保相关政策被准确理解和充分享受。

新春再送大礼包
北京小微企业

减税将超90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 （黎云
吴旭）2019年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
文化科目统考将于6月 7日至 8日进
行。为确保2019年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工作顺利进行，
军队招生主管部门近日发布了文化科
目统一考试大纲、军事共同科目考核
课目设置，考生可从强军网“军队院校
招生信息网”下载相关内容。

据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文化科目统考有三大类别：一是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院校生长军（警）官招
生文化科目统考，分为高中毕业生（含
同等学力）士兵和大专毕业生士兵两
类；二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院校士官
职业技术教育招生文化科目统考，为
高中毕业生（含同等学力）士兵报考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三是从优秀士兵中
选拔干部综合知识考试，分为大学毕
业生士兵提干推荐对象、优秀士兵保
送入学对象两类。以上三类招生对象
均要参加由师（旅）级以上单位组织的
军事共同科目考核，军事共同科目考
核不合格者，取消参加文化考试资格。

为做好今年文化科目统考准备工
作，招生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按照

“紧跟形势、贴近部队、提高效益、促进公
平”的原则，对文化科目统考大纲进行了
修订，重点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等内容
考核，为专升本考生重新制定政治知识
考试范围与要求。针对武警部队招生首
次全面纳入全军招生体系的新情况，对
相关科目考试要求做了统筹考虑。

2019年军队院校
招收士兵学员考试考核内容发布

□新华社记者 陈文仙

近几年，赴以色列中国游客数量不
断增长，成为以色列旅游市场眼中的

“香饽饽”。以色列旅游业人士认为，中
国至以色列多条直飞航线开通，以及以
色列针对中国游客推出多项吸引措施
等是赴以色列中国游客不断增加的重
要因素。

据以色列旅游部的数据，2018年
赴以色列中国游客约 10.5 万人次，而
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4.7万人次。以
色列旅游部总干事阿米尔·哈莱维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游客大幅

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色列与中国
开通了直飞航线，今年两国间直飞航线
有望进一步增加。

哈莱维说，中国游客的到来对以色
列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为吸引更多
中国游客，以色列旅游部在北京和广州
分别开设了办事处，以扩大以色列旅游
在中国的影响力。

同时，除北京、上海、广州外，以色
列将在成都增设签证中心，并对中国游
客发放长达十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另
据介绍，继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进入以
色列之后，微信支付也将于今年第一季
度进入以色列。

以色列旅游部还致力于让中国游

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具体举措包
括：邀请中国名厨到以色列，为以色列
酒店和餐厅厨师提供中国烹饪辅导；在
主要旅游景点提供中文标识和地图；培
训并增加中文导游人数；向以色列旅游
公司提供关于中国游客需求的信息等。

以色列著名旅游公司ABT中国市
场开发负责人措哈尔·马罗姆表示，毫
无疑问，中国游客正对以色列旅游业产
生巨大影响。该公司在香港和无锡都
设有办事处，积极对接当地旅行社。以
色列的旅游资源和高科技吸引着中国
游客和中国企业，马罗姆期待今年有更
多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和代表团赴以色
列旅游和考察。

一家在线旅游公司的地区经理阿
亚尔·西格尔对记者说，为适应中国游
客的需求和习惯，以色列很多酒店和餐
馆都增加了中国菜肴，培训员工了解中
国礼仪。很多著名景点都提供中文版
旅游指南和中文标识，不少商店店主和
店员在积极学习中文。

中国游客增长也为当地创造了更
多就业机会。以色列玫瑰旅游集团中
国市场部销售经理程杨说，目前在以色
列持中文导游证的人较少，市场预期未
来入境以色列的中国游客会持续增长，
这将为会讲中文的当地导游带来更多
就业机会。

（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14日电）

中国游客日益成为以色列旅游业“香饽饽”

新华社长春2月14日电 （记者
孟含琪 赵丹丹）面对近年来激增的
游客，吉林省在打造冰雪旅游时多措
并举，加大诚信建设力度，共同守护好
冰雪旅游的金字名片。

“老板娘，这几天雪大吗，我想去
景区玩。”“这些天雪少，您可以关注我
的朋友圈，下大雪了我告诉大家。”春
节期间，面对游客的咨询，舒兰市二合
雪乡景区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娘孙琳琳

“劝退”了好几拨游客。“我们不能忽悠
游客，不能图赚快钱，诚信是最重要
的。”她说。

近年来，吉林省下大力气发展冰雪
旅游，长白山冰雪游、查干湖冬捕节、二
合雪乡游等旅游产品被更多游客熟
知。不少农民变成了老板，打造了农家
乐和一些冰雪娱乐项目。如何在经营
中加以规范、避免宰客欺客，是从各地
政府到各个景区共同思考的课题。

舒兰市旅游文化产业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凤艳说，二合雪乡

景区从门票到餐饮住宿，全部由公司
参照周边城市消费水准参与定价，确
保价钱公道。二合雪乡景区内成立了
诚信联盟，每个商家都缴纳了质量保
证金，一旦游客投诉情况属实，公司将
第一时间处理并对商家扣钱处罚，情
节严重的将上报工商、质监部门。

2018年 12月 28日，第十七届冰
雪渔猎文化旅游节在查干湖开幕，仅
当天就吸引20多万游客。为了保障优
质服务，防止出现“天价炕”“天价鱼”，
当地食药监局组织餐饮服务经营者签
订商家诚信承诺书，多部门成立联合
检查组，加大对制售假冒伪劣查干湖
产品的打击力度。

前不久，一位游客想来查干湖游
玩，以每天750元的价格预订了一间五
人房间。过几天有人出高价想让农家

乐老板尚影把这个房间让出，被她直
接拒绝了。“讲信用是首位的。”她说。

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规范吉林省旅游企业的
经营行为，加强旅游行业的诚信机制
建设，吉林省文旅厅制订《吉林省旅游
行业诚信建设管理办法》，全年对景区
和附近商家进行两次随机检查，对于
涉及违规企业，在处罚的基础上列入
企业黑名单并录入系统。2018年，吉
林省共开展检查行动373次，检查企业
693个，对27家违法违规的企业和个
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对12家轻微违法
违规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查处
违法违规导游员43人次。

“政府开发旅游让农民致富了，我
们也要共同守护好景区这块金字招
牌。”孙琳琳说。

吉林加大诚信建设力度 打造冰雪旅游金字名片

2月 14日，在日本和歌山县白浜野生动物园，大熊猫“永明”观察心形冰块。
当日，日本和歌山县白浜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已满 26 岁的旅日大熊猫“永
明”送上了特别的情人节礼物——用新鲜竹叶和麻袋制成的“靠垫”，上面用日文
写着“最喜欢永明了！”，另外还有心形的冰块，供“永明”休息玩耍。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我收到礼物了！

2月14日，游客在丽江玉龙雪山蓝月谷游览观光。云南省丽江玉龙雪山蓝月谷以雄奇壮美的雪山、湛蓝的湖水和秀丽的峡
谷风光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游览观光。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丽江玉龙雪山蓝月谷景色秀美

新华社天津 2月 14 日电 （记者
张泽伟）处于托管中的天津天海足球俱乐
部近期的几笔球员转会引发了媒体和球
迷的诸多议论，认为天海引援失控，并在
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国家集训队。天海俱
乐部14日发布声明，否认了这些言论。

声明说，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引进
转出球员的程序，是完全依照法律法
规，根据中国足球协会和中超联赛有关
规定进行的，符合俱乐部本赛季中超联
赛目标和自身发展需要。

声明表示，本赛季天海俱乐部将顽强
拼搏，为天津和全国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此前，天海宣布了几宗球员转会，
转出的球员包括张修维、刘奕鸣、赵旭
日、杨善平等，加盟的球员包括来自广
州恒大的阿兰、张成林、廖力生等，以及
来自山东鲁能的姚均晟、江苏苏宁的张
晓彬、广东华南虎门将方镜淇等。

天津天海发声明
否认成为“国家集训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