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严查涉黑公职人员

去年查处 323人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获悉，2018 年河南

省公安机关打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93 个，
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团伙 558 个， 查处
涉黑涉恶公职人员 323 人。

去年以来， 河南省公安厅成立 6 个专项
督察组，对河南各地公安机关“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情况开展不间断的督察， 先后组
织开展 8 次“雷霆”扫黑除恶集群行动。

据统计，2018 年，河南省公安机关抓获涉
黑涉恶犯罪嫌疑人 26620 人，破案 24314 起，
查处涉黑涉恶公职人员 323 人、 村干部 532
人，核查办结群众举报线索 25806 条。 ②5

（据新华社）

2 月 11 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听取 2018 年全
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工作
汇报， 推进提升政府施政
水平； 要求狠抓今年脱贫
攻坚任务落实， 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部署加强癌症早诊早治和
用药保障的措施， 决定对
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
惠； 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
渠道补充资本金， 增强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
能力。

会议指出， 办理全国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
提案，是政府依法履职、接
受人民监督的重要内容。
去年国务院部门牵头办理
建议 6319 件、 提案 3863
件， 分别占总数的 88.5%
和 87%， 推动出台相关政
策措施 1400 多项，促进了
改革发展和民生改善。 今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要

继续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
理，创新方式，提高办理质
量， 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
议，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更
好为人民办实事。

会议听取了脱贫攻坚
进展汇报，指出，各地区、
各部门按照党中央、 国务
院部署， 扎实推进脱贫攻
坚，去年 1386 万人实现脱
贫。 今年要加大力度推进
深度贫困地区攻坚， 新增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
于这些地区，“十三五”规
划实施优先安排贫困地区
补短板项目， 加强扶贫协
作和定点扶贫， 坚持现行
标准，提高扶贫质量，解决
贫困人口“两不愁三保障”
存在的问题。 攻坚期内摘
帽县和脱贫人口继续享受
扶贫政策， 对返贫和新出
现贫困人口及时建档立卡
予以帮扶， 确保今年再减
贫 1000 万人以上。

会议指出，加强癌症、

罕见病等重大疾病防治，
事关亿万群众福祉。 一要
加快完善癌症诊疗体系。
坚持预防为主， 推进癌症
筛查和早诊早治， 努力降
低死亡率。强化科技攻关，
支持肿瘤诊疗新技术临床
研究和应用。 发展“互联
网+医疗”， 提高基层医疗
机构诊疗能力。 二要加快
境内外抗癌新药注册审
批，满足患者急需。组织专
家遴选临床急需境外新
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
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畅通临床急需抗癌药的临
时进口渠道。 落实抗癌药
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助
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
快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频
率， 把更多救命救急的抗
癌药等药品纳入医保，缓
解用药难用药贵。 三要保
障 2000 多万罕见病患者
用药。从 3 月 1 日起，对首
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 参照抗癌药对
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
值税， 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会议决定， 支持商业
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
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机制，在坚持不搞“大水漫
灌”的同时，促进加强对民
营、 小微企业等的金融支
持。一是对商业银行，提高
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降
低优先股、 可转债等准入
门槛， 允许符合条件的银
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
工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
等长期投资者参与银行增
资扩股， 支持商业银行理
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
充债券， 鼓励外资金融机
构参与债券市场交易。 会
议强调， 资本金得到补充
的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机
制，提高对民营、小微企业
贷款支持力度。 ②5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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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

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日前签署命令，发布《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
条例（试行）》（以下简称
《条例》）， 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是我军军事
训练监察领域的第一部
法规 ，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 全面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 ， 着眼实现
党 在 新 时 代 的 强 军 目

标 、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 ， 严格落实依法治
军 、 从严治军这个党建
军治军的基本方略 ，牢
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 ， 聚焦备
战打仗 ， 健全军事训练
监察组织体系 ， 完善工
作运行机制 ， 制定坚决
纠治与实战要求不符的
刚性措施， 建立了军事
训练领域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 、 违法必究的制

度规矩 ， 对新形势下巩
固军事训练战略地位 、
加强军事训练管理、促
进军事训练落实、 深化
实战化军事训练 ， 全面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条例》 共 10 章 61
条， 明确了军事训练监察
的职责权限和工作重点，
规范了组织实施军事训练
监察的方式方法和程序步
骤， 构建了覆盖军事训练

各层次各领域、 贯穿军事
训练全过程的军事训练监
察组织运行模式。《条例》
依据党纪军规细化了军事
训练违规违纪问题认定标
准，确立了有权必有责、有
责要担当、 失责必追究的
鲜明导向， 督导全军持续
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化、
持之以恒抓好训练作风建
设， 为把备战打仗工作抓
得实而又实提供了有力制
度保证。 ②5 （据新华社）

要闻窗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改进型正在研制

预计 2020 年底首飞。
●春节假期，铁路发送旅客 6030 万人

次，民航共运送旅客逾 1258 万人次。
●春节期间铁路公安机关查获在逃人

员 645 人，查缴危险品 29 万余起。
●春节银联网络交易破万亿元。
●安徽一六旬女子胆囊装千余颗结

石，医生称罕见。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第二次会晤在即， 韩美防卫费谈判
暂获妥协。

●德国发生数起针对青少年的种族主
义暴力案件。

●委内瑞拉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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