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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电信网络诈骗

759 人被遣返
11 月 7 日，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近日，按

照中蒙两国就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达成的共识， 蒙古国执法部门查获一批涉
嫌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并将
其中 759 人遣返回我国。

11 月 7 日 12 时许，在公安部统一组织指
挥下，内蒙古、江苏两地公安机关将上述犯罪
嫌疑人通过火车押解至江苏南京。 这是今年
以来，我公安机关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查
获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数量最多的一
次，有力震慑了此类违法犯罪活动。

今年 9 月以来， 一些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团伙头目召集、 带领人员分批赴蒙古国乌兰
巴托市，藏匿在酒店内对我国民众实施诈骗，
诈骗手法包括网络交友诱导投资赌博诈骗和
荐股诈骗。 10 月 29 日，蒙古国执法部门按照
今年 5 月份中蒙两国就联合打击跨境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达成的共识， 在乌兰巴托的 4 家
酒店内查获 790 名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中国
籍犯罪嫌疑人， 缴获近千台电脑和数千部手
机等作案工具。 ②1 （据新华社）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稳定价格
11 月 6 日，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听取当前农业
工作汇报， 要求巩固农业
基础、 保障重要农产品供
给、 稳定价格； 部署做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后续工作，推动更大
开放、 提升贸易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
各地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农业
生产总体平稳， 全年粮食
丰收已成定局， 产量将连
续第 5 年稳定在 1.3 万亿
斤以上， 恢复生猪生产各
项措施正加快落实， 重要
农产品稳定发展。 但近期
部分“菜篮子”产品价格上
涨较快， 给群众生活带来
影响。下一步，一要落实好
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
负责制， 继续多措并举恢
复生猪生产， 深入清理各

地不合理禁养规定， 利用
北方玉米丰收等条件更好
保障南方养猪大省饲料供
应，发挥好储备调节作用，
促进禽肉、牛羊肉等生产，
确保市场供应， 规范市场
秩序， 遏制部分产品价格
过快上涨势头。同时，各地
要全面启动社会救助和保
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 确保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二要毫不放松抓
好粮食生产， 坚决把饭碗
端在自己手里。 按照稳面
积、优结构、提质量的要求
抓好秋冬种， 做好南方夏
秋连旱地区抗旱工作，加
强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农
牧业防灾减灾， 促进明年
农畜产品丰收， 夯实物价
稳定、农民增收基础。三要
加强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
设， 加快修复灾毁水利工
程， 条件具备的重大水利
工程要抓紧开工， 持续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 我们有
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

会议确定了以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为目标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措施。 一
是突出耕地保护、 地力提
升和高效节水灌溉 ，到
2022 年实现建成 10 亿亩
高标准农田的目标， 以此
稳定保障 1 万亿斤以上粮
食产能。 二是建立健全农
田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
制， 加大土地出让收入和
地方政府债券对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支持。 采取多种
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建
设。 三是探索用地养地结
合的合理耕作制度， 确保
高标准农田数量不减、质
量不降。

会议指出，经过 7年艰
苦努力，在近日东亚合作领
导人系列会议期间，《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15

个成员国宣布结束全部文
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
准入谈判。这标志着世界上
覆盖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
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
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是对
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有力
支持和有益补充，将为不同
发展阶段、不同制度体制的
国家间建立互利共赢的自
贸安排树立良好示范，也有
利于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产
业升级和就业、应对世界经
济下行压力。 下一步，要推
动各方尽快完成少量遗留
问题磋商，相关部门要协调
配合， 年内完成后续工作，
同时推进相关改革。鼓励企
业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合作。进一步推动与更
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贸协
定，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使中国经济在扩
大开放中与各方实现共赢
发展。 ②1 （据新华社）

孙小果等系列涉黑案

公开开庭审理
继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孙小果再审案

件于 2019 年 10 月 14 日开庭审理后，11 月 6
日至 7日，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
人孙小果等 1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等犯罪一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
小果于 1994 年、1997 年因犯罪两次被判刑，
特别是 1997 年犯强奸罪、故意伤害罪、强制侮
辱妇女罪、寻衅滋事罪，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
影响。 孙小果出狱后，网罗刑满释放人员和社
会闲散人员， 以昆明市五华区国防路的昆都
M2酒吧为依托， 逐步形成了以被告人孙小果
为组织者、领导者，顾宏斌、曹靖、栾皓程、杨朝
光为积极参加者，冯俊逸、赵捷、王子谦等人为
其他参加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先后实施了开
设赌场、寻衅滋事、非法拘禁、故意伤害、聚众
斗殴、妨害作证、行贿等犯罪及其他违法行为，
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管理秩序。

庭审中， 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均到庭参加
诉讼。 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进行
了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2 名鉴定人出庭作
证，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 曹靖、王子谦等 4
人当庭认罪认罚。 法庭依法保障了被告人、辩
护人的诉讼权利。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部分
被告人家属、 媒体记者和群众旁听了案件公
开审理。

记者同时获悉，11月 6日， 玉溪市江川区
人民法院对江川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李爽等
22名涉孙小果案被告人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寻
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故
意伤害罪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②1（据新华社）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
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落实党
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外资
工作的决策部署， 结合我
国利用外资工作面临的新
形势、新特点、新挑战，以
激发市场活力、 提振投资
信心为出发点， 以保障外
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为重
点，以打造公开、透明、可

预期的外商投资环境为着
力点，持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
资工作。《意见》提出了 4
个方面共 20 条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对外开放。
继续压减全国和自由贸易
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 全面清理取消未纳
入负面清单的限制措施，
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优
化汽车领域外资政策，营
造公平经营环境。

二是加大投资促进力
度。优化外商投资企业科技

创新服务，提升自由贸易试
验区建设水平，提升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平台
引资质量，在中西部地区优
先增设一批综合保税区。

三是深化投资便利化
改革。 降低资金跨境使用
成本， 提高外籍人员来华
工作便利度， 优化外资项
目规划用地审批程序。

四是保护外商投资合
法权益。 全面贯彻外商投
资法， 建立健全外商投资
企业投诉受理机构， 强化
监管政策执行规范性，提

高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透
明度， 发挥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重要作用， 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机制， 鼓励
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国医
疗器械、 食品药品等标准
制定， 保障供应商依法平
等参与政府采购。

《意见》强调，各地区、
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进
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
重要意义，提高站位，主动
作为，务求实效，狠抓各项
政策措施落实。 ②1

（据新华社）

国务院印发《意见》

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

“雪龙兄弟”
首次“会师”

11 月 7 日， 搭载着中
国第 36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
队员的“雪龙 2”号极地科
考破冰船与“雪龙”号进行
短暂相聚后， 离开澳大利
亚霍巴特港，将穿越“咆哮
西风带”。 图为准备离开霍
巴特港穿越西风带的“雪
龙 2”号（右）与“雪龙”号在
一起（无人机拍摄）②1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