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在武汉市江汉路步行街逛街（3月29日摄）。自2020年
4月8日武汉“解封”，至今一年过去了，夜幕下的武汉，各个角落都
焕发着活力，人们逛街吃饭休闲，感受城市夜生活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程敏 摄

武汉活力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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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7日电 经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批准，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
于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
系的意见》，要求各级认真贯彻执行。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
强军思想，认真落实习主席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系列
重要指示和要求，着眼加强党对军队的思

想政治领导，围绕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突出旗帜引
领、聚焦强军打赢、坚持守正创新、注重体
系重塑，创新教育理念、内容、方法、力量、
工作运行和制度机制，明确了构建新时代
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方向引领、
根本任务、实践落点、关键支撑、方法路
径、重要保证。

《意见》强调，必须用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统领思想政治教育，紧紧围绕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培养听党指挥的接班
人，砥砺能打胜仗的战斗队，塑造作风优良
的子弟兵。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
铸魂育人，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证强
军打赢的指向，扭住领导干部身教重于言
教这个关键，坚持走好群众路线焕发思想
政治教育新活力，形成党委统筹、齐抓共管

的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
《意见》是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体系的顶层指导，对于更好地坚
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凝聚强军兴军意
志力量具有重大意义，必将在新的起点上
推动我军思想政治教育有一个大的提升，
开创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
面，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强思想政治
保证。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 4月 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持续推进网络提速降
费，更多惠企利民；确定建立健全职
工基本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措
施，拓宽个人账户资金使用范围，减
轻群众医疗负担。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近年来网络提速降费工作取得
显著成效，固定宽带和移动网络速率
大幅提高，资费大幅下降，为提升群
众生活品质、降低企业成本发挥了支
撑作用，促进了就业创业、数字经济
发展和新动能成长。要落实《政府工
作报告》要求，进一步推动网络提速
降费，提升网络和服务质量。一是大
力推进 5G和千兆光网建设应用。开
展千兆光网升级和入户改造，推动城
市基本具备固定和移动“千兆到户”
能力，今年实现千兆光网覆盖家庭超
过2亿户。推动宽带网络实现行政村
普遍覆盖，并向生产作业区、交通要
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延伸。二是引导
基础电信企业将中小企业宽带和专
线平均资费再降低 10％，对老年人、
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资费优惠。
三是坚决整治商务楼宇宽带垄断接
入、强行加价等行为，确保终端用户
享受到提速降费的实惠。适当降低
宽带接入网业务准入门槛，支持民营
企业等参与，以市场公平竞争促进资
费下降。四是强化电信基础设施共
建共享，提高网络资源使用效率。推
进互联网骨干网间带宽扩容，改善跨
网通信质量。

会议指出，我国新一轮医改建立
了世界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的
基本医保网，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缓解看病贵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
来，又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压、糖
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医保报销。
下一步要深化医改，增强职工基本医
保互助共济保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
用纳入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
担。会议确定，一是逐步将部分对健
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
诊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起步，
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今后随基金承受能力增强逐步提高保障水
平。二是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人缴费仍计入本
人个人账户，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
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改
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右。三是拓宽个人账户使
用范围，允许家庭成员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
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
负担费用，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四是加强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完善稽核、内控等制度，严肃查处
虚假住院、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完善与门诊共济保障相
适应的付费机制。会议强调，各省级政府可设置三年左右过渡
期，逐步有序实现改革目标。会议同时要求，要同步完善城乡
居民基本医保的门诊统筹并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粮食流通管理有了更严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

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自 2021年
4月 15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条例》，重点从 6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粮食流通管理作出规定。

一是严格规范政策性粮食经营活动。严禁虚报收储数
量，严禁以陈顶新、以次充好、低收高转、虚假购销、虚假轮
换、违规倒卖，严禁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和信贷资金，
严禁以政策性粮食为债务作担保或者清偿债务，严禁擅自
动用政策性粮食。

二是优化监管措施。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精
神，转变粮食流通监管方式，取消粮食收购资格行政许可，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粮食经营者信用档案，明确和完
善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措施。

三是强化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粮食流通质量
安全风险监测体系。

四是防止和减少粮食损失浪费。规定粮食仓储设施应
当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粮食品质达到轻度不宜存时
应当及时出库，减少粮食储存损耗。运输粮食应当严格执
行国家粮食运输的技术规范，减少粮食运输损耗。

五是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条例》进一步提高
粮食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加强行政处罚与追究刑事责任的
衔接。

六是明确监督管理职责。《条例》明确，省、自治区、直辖
市应当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
发展改革、粮食和储备行政管理、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与粮食流通有关的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徐鹏航）
国家卫健委官网近日发布《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问答》，明确现阶段，我国新
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对象为 18周岁及
以上人群，将 60岁及以上老人纳入
接种范围。60岁以上老人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效果如何？需要注意什
么？专家表示，建议接种，但需注意
基础性疾病。

国家卫健委表示，60 岁及以上
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死亡
高风险人群。Ⅰ/Ⅱ期临床研究数据
显示，该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安
全性良好，与 18~59岁人群相比，接

种后中和抗体滴度略低，但中和抗
体阳转率相似，提示疫苗对 60岁以
上人群也会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建议接种。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
家王华庆提醒，老年人患有基础性疾
病的比例较大，但又是预防新冠肺炎
需要保护的重点人群，因此在接种疫
苗过程中应特别关注。对于有基础
性疾病的老年人，如果其基础性疾病
通过常规治疗已经得到很好控制，则
可以接种新冠疫苗；如果基础性疾病
正处于急性发作期，则应根据医生建
议，考虑延缓接种。

根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
指南（第一版）》，疫苗接种禁忌有：
对疫苗的活性成分、任何一种非活
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质过
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
过敏者；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
反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
性水肿、呼吸困难等）；患有未控制
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统疾病者
（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合
征、脱髓鞘疾病等）；正在发热者，或
患急性疾病，或慢性疾病的急性发
作期，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
妊娠期妇女。

新华社南京4月7日电（记者 朱
国亮 杨绍功）G15 沈海高速盐城段
致 11 人死亡交通事故原因初步查
明，冲破隔离带的大货车失控源于紧
急避让前车脱落的轮胎。

4月 4日凌晨，G15沈海高速由
南向北 898公里处发生一起道路交
通事故，一辆重型集装箱半挂车失控
冲破道路中央隔离带，撞上对向行驶
的一辆大型普通客车，还致使客车后

方两辆货车追尾，造成11人死亡，19
人受伤。

据江苏省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
4月 4日 0时 30分许，一辆车牌号为
冀 J·7J828的大货车在 G15沈海高
速行驶过程中，右后侧一轮胎脱落在
行车道上。0时 48分许，车牌号为辽
B·HH576的大货车行至该处，紧急
避让时，失控冲过中央隔离带，与对
向行驶的沪 D·L4452 大客车相撞，

大客车后方行驶的冀J·W8295大货
车追尾碰撞大客车、鲁 F·BZ268 大
货车追尾碰撞冀J·W8295大货车。

经调查，上述车辆驾驶人均无
毒驾、酒驾，涉事车辆均无超员、超
载、超速，失控大货车驾驶人董某
排除疲劳驾驶嫌疑。目前，轮胎脱
落大货车驾驶人李某、寇某已被公
安机关控制，相关调查工作还在进
行中。

检察机关去年起诉涉嫌
网络犯罪人数上升近五成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记者 刘硕）最高人民检察院发
布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
罪（含利用网络和利用电信实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关联犯
罪）14.2万人，同比上升47.9％。

统计显示，传统犯罪加速向网络空间蔓延，特别是利用
网络实施的诈骗和赌博犯罪持续高发，2020年已占网络犯
罪总数的 64.4％。随机诈骗与精准诈骗相互交织，冒充公
检法人员诈骗、交友诈骗、退款诈骗、信用卡贷款提额诈骗、
刷单诈骗等较为突出。为赌博网站“洗白”资金的“跑分平
台”、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流氓软件”、扰乱网络市场
秩序的“恶意刷单”等案件层出不穷。

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数据显
示，有近四分之一的网络诈骗是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精
准出手”，有针对性实施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网
络犯罪黑灰产业的关键环节。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起诉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6033人。

检察机关还根据部分案件梳理出了网络犯罪较为固定
的犯罪利益链条：上游为犯罪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
信息等；中游实施诈骗或开设赌场等网络犯罪；下游利用支
付通道“洗白”资金。

根据统计情况，网络犯罪集团化、跨境化特征凸显，犯
罪主体呈现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的“三低”趋势，老年人
与年轻人更易成为受害对象。

在惩治网络犯罪方面，最高检去年成立了惩治网络犯
罪、维护网络安全研究指导组，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打击治理
网络犯罪各项工作，全面加强惩治网络犯罪的研究和指
导。同时，最高检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出第六号检察建
议，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
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提出治理建议等。各地检
察机关对网络犯罪保持严惩态势，持续加大惩治力度，不断
加强与各相关方的协作配合，着力推动源头治理。

内蒙古“纸面服刑”案
74名责任人被查处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4月7日电（记者 贾立君 刘懿德）4月 7
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图孟和案件工作组公布的《关于巴图孟和案
调查和追责问责情况的通报》显示，纪检监察机关已认定 84名
责任人，除已故的10人外，74名责任人被查处。

2020年 9月 3日，《半月谈》报道的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
引发社会强烈关注。通报说，媒体曝光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
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高度重视，派出由自治区党委政法委牵头，
纪委监委、组织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监狱管理局组
成的联合工作组进驻呼伦贝尔市，依纪依法开展案件调查工作。

目前，已查明在巴图孟和违法保外就医、长期脱管漏管、违
法开具《刑满释放证明书》、违规入党、违规当选嘎查达、违法当
选人大代表及有关部门受理韩某信访事项不作为、慢作为等环
节中，多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存在管党治党不力、失职失责、失
管失察以及严重违纪违法、涉嫌犯罪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已认
定 84名责任人，其中厅级干部 8人，处级干部 24人，科级干部
33人，其他干部 9人，已故 10人。已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54人，
其中10人涉嫌违法犯罪移送司法机关调查处理，给予诫勉谈话
等组织措施处理20人。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员，司法机关将依
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通报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对查处巴图孟和案背后的违纪
违法问题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决一查到底、一个不漏、严惩不
贷，对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执法犯法、失职失责问题“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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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海高速致11人遇难交通事故原因初步查明

紧急避让前车脱落轮胎大货车失控冲破隔离带

60岁以上老人纳入新冠疫苗接种人群
专家：需要注意基础性疾病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准 中央军委印发《意见》

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