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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新闻协调中心:23602716 舆情中心:23602777 广告:81316697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许勤同志任黑龙江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吴政隆同志任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同志不再担任江苏

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易炼红同志任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同志不再担任江西省

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张庆伟同志任湖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黑龙

江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许达哲同志不再担任湖南省委
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君正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吴英杰
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刘宁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鹿心
社同志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王宁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阮成发同志不再
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白
阳）地方组织法是关于地方人大、地方政府
的组织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组织法（修正草案）》19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将“坚持全过程
人民民主”写入法律。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发展全过程

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修正草案增加规
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级以上地
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过程人民民
主，始终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倾听人民
的意见和建议，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受人民监督。

此外，修正草案根据党中央关于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和党的创新理论发展

成果，明确坚持党的领导和地方人大、地方
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宪法有关规定，
明确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在全面依法治国
中的责任，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县
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
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保证中央
政令畅通，保证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在本
行政区域的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2020年，
全国共立案电信网络诈骗案件92.7万起；
案件造成群众损失353.7亿元；此类犯罪警
情占全部刑事警情的比例超过40%……电
信网络诈骗已成为群众深恶痛绝的第一
大犯罪类型。

19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首次提
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项法律
针对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的难点出了不少
硬招。

如何加强部门统筹协调？建

立全链条整治工作机制

银行账户和手机卡“实名不实人”问
题多年未根本解决；形形色色“黑灰产”斩
而不绝；诈骗类型与各种新技术新应用相
伴而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急需
有效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1月至9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26.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7.3万名，
同比分别上升41.1%和116.4%；6月至8月，
发案数连续3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今年
以来，各地各部门坚持综合施策，强化行
业治理，切实形成整体合力，打击治理取
得明显成效。

但同时也要看到，电信网络诈骗发案
数量、群众损失仍保持高位运行，犯罪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

草案提出，国务院建立打击治理电信
网络诈骗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打击治理工
作。有关部门应当密切配合，实现跨行
业、跨地域协同配合、快速联动，有效防范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
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规定各部门
职责、企业职责和地方政府职责，加强协
同联动工作机制建设，明确有关主体包括
民事责任在内的专项法律责任，有助于推
动形成全链条反诈、全行业阻诈、全社会
防诈的打防管控格局。

如何管住手机卡和银行卡“实

名不实人”？真实登记、尽职调查、

不得买卖

一段时间以来，手机卡、银行卡大
量非法开办、随意买卖，“实名不实人”
问题突出，成为电诈犯罪分子的重要工
具。近年来，公安机关案件侦办中，缴
获“两卡”动辄数十万张，这些手机卡、
银行卡几乎全为“假实名”，均非开卡者
本人使用。

去年10月“断卡”行动开展以来，公安
机关累计打掉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7
万个，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45万名；工信
部集中清理电话卡6441万张；人民银行组
织清理异常银行账户14.8亿个。

推动实现“实名”又“实人”，草案规
定了电话卡、互联网服务真实信息登记
制度；建立健全金融业务尽职调查制
度；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
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银
行账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对于
实施上述行为的，有关主管部门可以实
施惩戒。

如何铲除“黑灰产”？治理改

号电话、非法设备、涉诈App等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出
买卖公民个人信息、非法收购贩卖“两
卡”、架设“猫池”和GOIP 设备、提供虚
假平台和技术支撑、提供转账洗钱服务
等一系列黑灰产业，黑灰产业又反过来
“滋养”了电诈犯罪，形成相伴相生的“利
益共同体”。

一些犯罪团伙在国内购买大量的银行
卡、电话卡以及企业对公账户，转运到境
外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

对此，草案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服
务、设备、产业的治理。治理改号电话、虚
假主叫和涉诈非法设备；加强涉诈App、互
联网域名监测治理；打击治理涉电信网络
诈骗相关产业。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
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说：“草案
加强对涉诈相关非法服务、设备、产业
的治理，打击治理涉电信网络诈骗黑灰
产业，将有效挤压犯罪空间，铲除犯罪
土壤。”

如何加强预警防范？预警劝

阻、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制度将上

升为法律规定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可防性犯罪，预
警十分重要。近年来，全国范围内铺开预
警劝阻工作，将打击治理关口前移，及时
点醒潜在受害人，守住“最后关口”。

今年以来，公安部日均下发预警指令
9.6万条，成功避免1260万名群众受骗；成
功拦截诈骗电话12.2亿次、诈骗短信14.1
亿条，共紧急止付涉案资金2770亿元。

为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警劝阻、紧急
止付、快速冻结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草案
明确国务院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
善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资金紧急止付、快速冻
结和资金返还制度，明确有关条件、程序和
救济措施。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资金返还
由公安机关决定，相关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表
示，在当前支付手段不断创新背景下，进一步
构建并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在支付环节建立
紧急止付、快速冻结和资金返还制度并上升
为法律规定十分必要。

如何治理跨境犯罪？积极稳

妥推进国际执法司法合作

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境内大批
诈骗窝点开始加速向境外转移。

草案提出，国家外交、公安等部门积极
稳妥推进国际执法司法合作，与有关国家
和地区建立快速联络工作机制，共同推进
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

为有力斩断非法出境从事电诈活动
“人员流”，公安部部署发起“断流专案行
动”，截至目前，共打掉“3人以上结伙”非
法出境团伙9230个，破获刑事案件4122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2854名。
“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国际

警务的一个重要课题，要继续推动和加强
国际警务合作，制定可行、完善的司法协作
程序，有效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追捕难
的问题。”四川大学法学院院长左卫民说。

彭新林表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适
应统筹发展与安全、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和保
障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实际需要，既为机制
化、常态化开展反诈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也
是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创新实践。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于文
静）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19日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草案作出一系列规定，确保广大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机制方
面，草案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
经营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要求生产经
营者诚信自律，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
责任；落实地方人民政府的属地管理责任
和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构建协同、高效

的社会共治体系，要求注重发挥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
优势和作用，鼓励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
信息员制度，协助开展有关工作。

在完善农产品生产经营全过程管控
措施方面，草案要求建立农产品产地监测
制度，加强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和管理，
规定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应
当依法开具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合
格证，并对其销售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
责，对列入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目录

的食用农产品实施追溯管理。
完善监督管理措施是加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的保障。草案规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督抽查工作，完善监督检查措施，加强农产
品生产日常检查，建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
信用记录制度，强化考核问责，完善应急措
施，强化有关部门的执法衔接和配合。

此外，草案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大幅提高农产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
成本，完善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与食品
安全法有关处罚的规定作了衔接。

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胡
浩）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19日再次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为呼应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要求，草案三审
稿拟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

和校外培训负担，畅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
推进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配合。

针对有的家长对未成年子女期望值
过高、施加的学习负担过重，有的家长对
未成年子女沉迷网络等行为疏于管教等
突出问题，草案拟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

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
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

草案三审稿还针对留守未成年人和困
境未成年人家庭，提出更多帮扶规定，并进
一步明确了委托照护情形下被委托人不依
法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法律责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反电信网络诈骗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出硬招守护老百姓“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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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侵权怎么治？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回应工业通信业热点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三审呼应“双减”要求

“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拟写入地方组织法

我国修法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聚焦疫情防控

黑龙江等7省区

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据新华社电 10月19日，中国科学
院发布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最新研
究成果。研究证明，嫦娥五号月球样品
为一类新的月海玄武岩，填补了美国和
前苏联月球采样任务的“空白”。研究
成果表明，月球直到20亿年前仍存在岩
浆活动，晚期岩浆活动的月幔源区并不

富含放射性生热元素，而且非常“干”。多
项突破性进展给出了对月球演化的全新认
识，对未来的月球探测和研究提出了新的
方向，得到国际专家高度评价。

图为10月15日，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月球样品洁净室，工作人员在

处理月球样品。 图片/新华社发

嫦娥五号月球样品最新研究成果发布

问题App如何管、怎么治？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怎么推进？在19日召
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工信部有关负责人
对工业通信业热点话题进行回应。

持续深化专项整治

加强问题App整改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赵志国在
会上说，就App侵害用户权益问题，工信部持
续开展专项整治，前三季度已累计通报1494
款违规App，下架408款拒不整改的App。

工信部集中对用户反映强烈投诉较
多的开屏弹窗信息“关不掉”“乱跳转”等
问题进行整治，主要互联网企业开屏信息
“关不掉”基本解决，“乱跳转”的发现率也
大幅下降。

同时，工信部也在强化责任链管理，
加大技术检测，建成并持续优化全国App
技术检测平台，今年已完成176万款App技
术检测。

他说，工信部将启动为期半年的信息
通信服务用户感知提升专项行动，督促企
业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双清单”制度，为用
户营造安全可靠的信息通信环境。

针对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问题，赵

志国说，工信部持续推进互联网应用改造专
项行动，指导督促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网站
和App开展适老化改造。目前已有104家网
站和App初步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完善相关标准

针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问
题，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罗俊杰在会
上说，工信部强化溯源监管和回收，初步建
立起以汽车生产企业为主的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

同时，工信部加快推进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体系建设，截至9月底，171家新能源汽车生
产及综合利用企业已在全国设立回收服务网
点9985个。罗俊杰说，支持退役电池无损检
测等一批动力电池综合利用技术实现突破，
工信部也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发布一批标准。

针对社会关注的汽车芯片短缺问题，罗
俊杰表示，此次汽车芯片短缺主要是受到汽
车行业需求与芯片产业周期出现“错配”，以
及疫情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截至目前，汽车
产业受芯片短缺影响较明显，但是综合看，预
计四季度将比三季度有所缓解。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

甘肃已对46万多人进行核酸检测

已检出样本均呈阴性

据新华社兰州10月19日电（记者 李杰 范培珅）甘肃省
政府新闻办公室19日晚召开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公布
兰州市、嘉峪关市、酒泉市及张掖市流调及核酸检测情况。截
至19日16时，甘肃省共采集46万多份人员样本、1000多份环
境标本，目前已出检测结果的34万多份样本及标本均呈阴
性，其余结果待出。

10月17日以来，甘肃省嘉峪关市、酒泉市、张掖市出现涉
外省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兰州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并将
2个小区调整为中风险区。

在兰州市城关区民主西路小学核酸检测点，医务人员为

居民做核酸检测。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9日电（记者 安蓓）为做好煤炭市场保
供稳价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于19日下午组织重点煤炭企业、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召开今冬明春能源保供
工作机制煤炭专题座谈会，研究依法对煤炭价格实施干预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煤炭市
场动态和价格走势，梳理、排查保供稳价工作存在的矛盾和问
题，及时协调解决；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持
“零容忍”，严厉打击散播虚假信息、价格串通、哄抬价格、囤积
居奇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

记者了解到，19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召开了煤电
油气运重点企业保供稳价座谈会，研究安排人民群众温暖过
冬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各有关方面有力有序
推进落实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9月底以来，
已核增一批生产煤矿，10月18日煤炭日产量已超过1160万吨，
创今年新高。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近8800万吨，可用16天，
比月初增加900万吨以上；其中东北三省电厂存煤可用24天，
比月初增加11天。在已签订年度中长期合同的基础上，发电
供热企业与煤炭企业又签订了1.5亿吨中长期合同，绝大部分
省份合同签订率达到或接近100%，部分省份中长期合同煤炭
缺口已落实煤源，正在抓紧签约。同时，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
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近日江苏、山东、湖北、山西等地新增市
场交易价格已按价格政策实现近20%的上浮。

对下一步保供稳价工作，会议提出八项措施：一是进一步释
放煤炭产能。二是稳定增加煤炭产量。三是引导煤炭价格回归
合理水平。四是进一步落实发电供热企业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
盖。五是推动煤电机组应发尽发。六是严格按照合同保障供用
气。七是加强能源运输保障。八是加强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

据新华社电 记者19日从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0月19日0时至13时，北京新
增1例京外关联输入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
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该病例户籍为甘肃
省武威市，现住丰台区恒富中街。该病例长期在甘肃省武威
市居住，10月15日乘坐K42次列车来京途中，与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艾某某同一车厢相邻卧铺。10
月17日，该病例自觉咽部不适、咳嗽，10月18日看到确诊病
例艾某某新闻后，主动向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作为密切接触者
接受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10月19日转至定点医院隔离治
疗，综合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
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据介绍，北京市与丰台区相关部门已经采取密接追踪、封
闭管控等疫情防控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等工
作正有序展开。

北京新增1例

京外关联输入本地确诊病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