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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建设万里行

今年以来，全区公安机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在公安部和自治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持
续对黑恶势力展开强攻，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新突破，
收获新战果。2月，全区公安机关又打掉涉黑组织2个，其
中呼和浩特市1个，乌兰察布市1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5
人，破获刑事案件25起。

全区公安机关还打掉涉恶犯罪团伙27个，其中构成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7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29人，破获刑
事案件229起。呼和浩特市、兴安盟、赤峰市、锡林郭勒
盟、乌兰察布市、阿拉善盟各打掉2个，包头市、呼伦贝尔
市各打掉5个，鄂尔多斯市打掉1个，巴彦淖尔市打掉4个
涉恶犯罪团伙。

此外，各级公安机关继续深挖彻查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全区共扣押冻结查封黑恶势力涉案财产3925万元。
其中，呼和浩特市扣押755万元，包头市扣押2300万元，
赤峰市扣押5万元，锡林郭勒盟扣押170万元，鄂尔多斯
市扣押695万元。

（宫文）

2月我区公安机关打掉涉黑组织2个

全区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战果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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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分局在工作中获取一条反
映辖区内有人多次寻衅滋事、强行清场的线索。经
查，犯罪嫌疑人吴某某纠集朱某某等人多次在公共场
所无事生非，随意殴打他人，任意损毁公私财物，破坏
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构成恶势力犯罪。1月
29日，此案一审判决，吴某某、朱某某被东河区人民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其他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五年
至一年不等有期徒刑。

●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公安局在侦办阿某等人
诈骗案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敖某纠集马某、朝某
某、包某某等人长期插手民间借贷纠纷，在接受债权
人讨债委托后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
威胁、侮辱、骚扰、尾随、不给钱就不走、吃住在受害人
家里等手段非法讨债，从中非法获利。受害人如不能
按时还款，敖某等人便以收取“生活费”为由对受害人

进行敲诈勒索，影响极其恶劣，严重损害了受害人及
其家人的身心健康。2月25日、3月5日，鄂温克旗人
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并将择日宣判。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以于
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借款公司”名义向社会
发布贷款广告，放款后恶意制造违约陷阱，垒高借款
金额。同时，为了确保该犯罪集团非法利益最大化，
通常以威胁、恐吓、肆意侮辱、限制人身自由、殴打辱
骂、喷涂标语、打砸居所等暴力或“软暴力”方式进行
非法讨债。3月5日，乌兰浩特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首犯于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
金100万元；肖某某等7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十三
年至七年不等有期徒刑。

●赤峰市喀喇沁旗以孙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罪
集团多次采取言语威胁，在受害人住所大门上泼洒油

漆、喷字等恐吓、滋扰方式，向多名受害人索要虚高债
务，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响。2月28日，喀喇沁旗人
民法院一审判处该犯罪集团首犯孙某某有期徒刑五
年零六个月，其他3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一
年不等有期徒刑。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2017
年10月至2018年3月，犯罪嫌疑人田某某、卜某、白
某某等人在内蒙古京宁热电厂大门外非法设立停车
场，多次用私家车挡路、语言威胁等手段，强行向前来
送煤的大型运煤货车司机收取停车费，严重破坏了京
宁热电厂运煤秩序和企业声誉。2019年 1月24日，
集宁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田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
罚金5万元，其他3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两年零六
个月至一年零十一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公安局在工作中发

现，石某某自 2012 年担任双盛美村西应壕组组长
以来，多次带头组织村民以污染水源、轧路为由，阻
拦周边厂矿企业正常生产，阻拦运输车辆通行，到
政府信访部门缠访、闹访，向政府部门施压，向周边
厂矿企业索要污染补偿款，涉案金额 180 余万元。
2019 年 1月 24 日，乌拉特中旗人民法院一审判处
该恶势力犯罪集团首犯石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其他
6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二年零六个月至一年不等
有期徒刑。

●乌海市海勃湾区公安分局在工作中发现，犯罪
嫌疑人李某某等人多次采取寻衅滋事等手段非法讨
要债务并从中谋取经济利益，在当地造成了恶劣影
响。2月12日，乌海市海勃湾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李
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其他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八个
月十五日至八个月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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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胡璐

国家统计局14日发布今年1至2月份
经济运行主要数据。统计显示，多数指标
保持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
当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说，1至2月份经济
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
有进发展态势，向好的趋势逐步显现。

毛盛勇分析，前两个月经济运行呈
现几个特点：

——国内需求稳中有升。从投资来
看，1至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0.2个百分
点。从消费来看，1至2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增速与去年12
月份持平；如果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7.1%，比去年12月份加快0.5个百分点。
——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从物价

来看，1至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平
均上涨1.6%，延续了温和态势。从就
业来看，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比1月份略升0.2个百分点。

毛盛勇说，2月份调查失业率上升的主
要原因是春节因素的影响。春节后，大量
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返城寻找工作，推高了
失业率。另外，根据对全国22个省份用工
情况进行的专项调查，八成左右的企业员
工返岗率在90%以上，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结构优化态势持续。从生产
端看，如果剔除春节因素影响，1至2月
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速
比去年12月份有所加快；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0.1%；现代服务

业增长势头也比较好。从需求端看，民
间投资增速较快，同比增长7.5%；高技
术产业投资、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速分
别快于全部投资2.5和13.4个百分点。

——市场预期趋势向好。2月份，
消费者信心指数比 1月份提高 2.3 个
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里的新订单指
数也比1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反映出
需求面有所改善。

“总的来看，1至2月份国民经济运
行继续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
势。同时也要看到，外部环境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较多，国内结构性矛盾突出，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毛盛勇说。

前两个月，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下降5.3%，产量则下降了15.1%。毛盛
勇分析，汽车制造业最近几个月生产、销

售出现回落。但同时，高技术制造业等
行业增长在加快。下一阶段，对制造业
发展的市场预期在逐步好转，支持实体
经济、微观主体发展的减税降费政策会
逐步落地，制造业增长仍有政策支撑。

针对过去几个季度经济增速的小
幅回落，毛盛勇表示，我国经济增速高
一点、低一点不必过分关注，要把民生
改善、就业保障、居民收入增长、生态环
境改善与经济增长放在一起考虑，保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推动经济
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毛盛勇说，下一步，要把逆周期调
节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确保经济运行
平稳，积极扩展向好趋势，促进我国经
济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经济总体平稳 下行压力仍存
——解读前两月经济数据

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记者
高亢 张辛欣）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印发《关于2019年信息通信行业行风
建设暨纠风工作的指导意见》，计划年
内力争实现全国 98%行政村通 4G，
98%贫困村通宽带。

《意见》提出，今年工信部将启动宽带
“双G双提”行动计划，推动中小企业宽带
平均资费降低15%、移动网络流量平均资
费降低20%；继续纵深推进电信普遍服
务试点，加快4G网络建设，力争实现全国
98%行政村通4G，98%贫困村通宽带；积
极开展网间联调联试，采取有力措施确保
在全国实行“携号转网”；加快5G商用发
展进程，扎实做好标准、研发、试验等工
作，提前谋划业务和应用布局。

《意见》要求行业经营企业和相关
机构严格落实《电信服务规范》，完善
服务机制和管理流程，提升系统支撑

能力和服务便捷性，切实提高服务水
平。规范服务协议订立和业务宣传，
需明确告知用户限制性条件内容和注
意事项，确保用语真实、准确、通俗易
懂。全面推进手机卡异地销户服务。

《意见》还针对综合整治骚扰电话、资
费计费、用户个人信息保护和防范通讯
信息诈骗等社会关注热点问题提出了新
的工作重点：进一步落实综合整治骚扰
电话专项行动方案及相关措施，基础电
信企业、移动转售企业应全面加强通信
资源和用户管理；组织开展电信计费监
督检查，加强数据业务计费检测，加大对
电信和互联网企业服务和收费行为的拨
测检查力度；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和
网络数据安全各项法律法规和制度规
定，完善企业内部数据安全责任部门、管
理制度及保护措施；巩固深化防范打击
通讯信息诈骗与电话用户实名登记管理。

2019年我国有望实现全国98%行政村通4G

新华社郑州 3月 14日电 （记者
孙清清）在河南省夏邑县，有一座彭雪枫将
军纪念馆，是为纪念壮烈殉国的彭雪枫将
军所建。纪念馆馆长何向东说，这些年不
断有群众自发到纪念馆参观学习，人数逐
年增加，现已成为著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彭雪枫，1907年生于河南省镇平
县。大革命时期，彭雪枫在党的影响教育
下，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出生入死，
致力革命二十年”的光辉斗争历程。

1932年9月上旬，红三军团师长郭
炳生企图挟所属第五团叛变投敌。时任
师政委的彭雪枫仅带随行武装潜行北上
追了5天，将全体指战员带回来与主力会
合，因此荣获“红星奖章”。

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
行战略转移的危难形势下，他调任中革军委
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协助朱德、周恩来等
进行军事指挥。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中，彭

雪枫派出掩护部队，掩护中央纵队过河，进
入川南；二渡赤水时，彭雪枫率领缩编后的
红十三团，与兄弟部队一起，在二郎滩背水
作战，为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创造了条件。

攻打娄山关时，彭雪枫率领红十三
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在兄弟部队的一
起努力下，取得了战斗胜利，极大地鼓舞
了全军士气。战斗之后，彭雪枫又率部向
遵义方向猛追，与兄弟部队全歼守军，重
占遵义。后来，他又在彭德怀等率领下，
占领了老鸭山，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

彭雪枫英勇善战，一次次深入敌后
险境，圆满完成党交给的特殊任务，堪称
虎胆英雄。

1936年9月，毛泽东亲点彭雪枫担

任“特使”，辗转半个中国，力促国共合作，
“逼蒋抗日”，为我党争取在战略大环境中
的有利局势。1936年11月，他第二次接
受毛泽东的重托，与阎锡山进行谈判，表
达了红军与晋军联合抗日的真诚愿望。

西安事变爆发后，彭雪枫沉着冷静
地向阎锡山转达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抗
战主张，促使其态度从反对到中立，再从
中立转到“共维大局”的立场上来，为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势
力的联合抗战作出了卓越贡献。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彭雪枫被
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少将参谋处长兼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这个办事处为八
路军后来开赴抗日最前线铺平了道路。

1938年1月下旬，彭雪枫再次肩负
毛泽东赋予的“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
新使命，走上了运筹中原抗战的第一线。
1939年2月，在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敌后
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下，彭雪枫率领部队挺
进敌后，宛如一把利刃再次插入敌人心
脏，取得了一次次胜利。

不幸的是，1944年9月11日，彭雪
枫在指挥河南夏邑八里庄战役时，被流弹
击中，壮烈殉国，时年37岁。

回忆起父亲，原第二炮兵政委彭小
枫介绍，正是因为父亲始终对党忠诚，所
以投身革命后，在一次次大小战斗和各种
考验中，誓死忠于革命事业，用鲜血和生
命书写了一名共产党人的本色。

在过去的几十年，一批又一批普通
群众、工人和学生，不断来到夏邑县彭雪
枫将军纪念馆参观学习，他的精神将激励
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文武兼备的虎胆将军——彭雪枫
新华社长春3月14日电 （记者

赵丹丹）近年来，吉林省各级卫生健康部
门在日常监督活动以及群众举报中发
现，部分社会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行为不
规范、超范围行医、无证行医等现象。为
规范相关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净
化医疗服务市场，吉林省多部门联合，深
入开展了多项督导检查。

13日，长春市卫生监督所、长春市
工商局、长春市食药监局在联合行动中
发现，长春市经开区一家中医诊所涉嫌
在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就擅自
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有关监管部门当
即进行立案调查。

检查人员发现，这家中医诊所在未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前，为患者
所开处方中存在微波治疗、颈椎牵引、腰
椎牵引等医疗行为，已涉嫌非法行医。

据长春市卫生监督所所长高松介
绍，长春市各卫生部门近期将重点打击
假借中医旗号非法开展诊疗活动、非法
使用诊疗技术、假借医学理论和术语宣
传等违法违规行为，改善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市场秩序。

高松提醒，中医诊疗技术包含有针
刺、瘢痕灸、发泡灸、牵引、扳法、中医微创
类技术、中药灌洗肠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
侵入性或者高危险性的技术方法。如需开

展上述中医诊疗活动，需到正规的医疗机
构，由正规医师开展相关技术，中医养生保
健服务机构未经许可不得开展以上项目。

2018年12月，长春和美妇科医院因
对患者设连环套、乱收费一事被吉林省卫
生主管部门关停查处。全省随即开展坚
决打击非法行医、非法牟利以及内外勾
结、利益输送的行为，确保人民生命健康
安全。截至目前，长春市卫生计生委对全
市70余家民营医疗机构实现督查全覆
盖，共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案件10余起。

近日，长春市卫生计生委对长春都
市丽人医院、长春中西胃肠病医院等10
家民营医院进行了集体约谈。主要通报
了这10家民营医院社会投诉情况和存在
的主要行风问题，并要求被约谈医院要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办院方向，从院
外宣传到院内管理、从医疗服务到诊疗行
为，再次进行全方位深层次自查，并在自
查基础上，对照通报的问题深入整改，杜
绝设套骗钱、借医行骗等违法违规行为。

此外，吉林省卫生健康委也就打击非
法医疗美容开展了专项行动，2018年累计
查办案件6000余件，罚款500多万元。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全省各级卫
生部门举一反三，进一步开展全省医疗
机构清理整顿工作，加强行业监督管理，
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吉林：打击非法行医净化医疗服务市场

新华社曼谷 3月 14日电 （记者
汪瑾 明大军）多语种系列图书《中国
关键词：“一带一路”篇》泰文版首发式
暨中泰高端智库对话会14日在泰国曼
谷举行，约150名中泰两国主要媒体代
表和专家学者出席活动。

首发式上，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院副主任、中国翻译研究院秘书长杨
平和泰中“一带一路”合作研究中心副
主任唐隆功·吴森提兰谷分别代表两
国出版方发言，介绍了《中国关键词：

“一带一路”篇》泰文版的出版发行情
况。

杨平表示，《中国关键词：“一带一

路”篇》多语种系列图书是中国外文出
版发行事业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
院、中国翻译研究院联合组织实施的国
家重点项目，以多语种、多媒体方式向
国际社会解读、阐释当代中国发展理
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思想文化核心
话语，是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实践的积

极探索。
目前，《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

篇》多语种系列图书已涵盖 15 个语
种。

当天，与会者还举行了以“携手推
动亚洲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题的中泰
高端智库对话会。

《中国关键词：“一带一路”篇》泰文版在泰首发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