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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27日召开
会议，决定明年1月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讨
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
议。会议听取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工作汇报，研究部署2018年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
新气象新作为。要把全面从严治

党长期坚持下去，将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中央
纪委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切实担负
起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
任，严于监督、严格执纪、严肃问
责，坚决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
规，认真检查党的十九大精神贯
彻落实情况，推动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地生根。

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
线，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思想
建党、纪律强党、制度治党同向发
力，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
创造性、实效性。要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聚焦“七个有之”，严
肃查处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
违的“两面人”和违背党的政治路
线、破坏党内政治生态问题，确保
党中央政令畅通。要徙木立信、以
上率下，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抓具体、
补短板、防反弹，重点纠正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坚决反对特权
思想、特权现象，使党员干部知敬
畏、人民群众有信心。要巩固发展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全面加强
纪律建设，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重点审查党的十
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
索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
领导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
导干部，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腐败
问题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在党
内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的

行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忠实
履行职责，强化自我监督和自我约
束，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
干部队伍。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
中央纪委重点工作情况和十九届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准备情况汇
报。

会议同意明年1月 11日至
13日召开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

明年1月召开十九届二中全会
主要议程：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本报讯 12月27日，省青
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
体会议、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
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省委
书记谢伏瞻致贺信，省委副书
记王炯出席会议并讲话。

谢伏瞻在贺信中充分肯
定了近年来我省青联和学联
组织的工作成效，希望广大青
年和青年学生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自觉担负起历史重任，
励志、乐学、明德、笃行，高悬
理想之帆、树立担当之志、践
行奋斗之路、汇聚青春之力，
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
想，在拼搏的青春中绘就事业
华章。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切实加强对青年工作的
领导，为广大青年成长成才、
建功立业创造良好环境和条

件。
王炯勉励广大青年要志

存高远、实干创新、好学敏悟、
崇德修身，争做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他要求，全
省各级青联和学联要大力推
进自身改革，更好地团结和凝
聚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听党
话、跟党走。各级党委、政府
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
难和问题，各级团组织要帮助
他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学联代表盛嘉昭在向大
会做学联工作报告时表示，学
联将引领同学们“守”一份初
心，补足“精神之钙”。坚定不
移跟党走就是广大青年的初
心，将传承“红船精神”的革命
基因，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原学子
中落地生根。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
电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共
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
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零时
起，武警部队由党中央、中央
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
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

指挥体制。
《决定》明确，武警部队归中

央军委建制，不再列国务院序
列。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
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
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各
级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

调机制。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化

“四个意识”，积极主动协调配
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
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
稳定运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7 日
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7日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
示，台湾方面应反思为何台湾
跨境电信诈骗活动屡禁不止、
愈演愈烈。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张凯闵、林金德等
85人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人中，70余人
系2016年4月从肯尼亚押解回
国人员，其中张凯闵等44人为
台湾居民。有记者问：台湾舆论
关注台籍人员能否返台服刑，大
陆方面持何种态度？

安峰山就此表示，近年来台
湾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在境外设
立窝点，对大陆民众进行电信诈
骗的活动十分猖獗，严重损害大
陆民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大陆
民众对此深恶痛绝，纷纷表示应
予以严惩，还受害人以公道，切
实维护大陆民众和受害人的合
法权益。台湾民众也深受电信
诈骗之害，都希望将犯罪分子绳
之以法。但台湾电信诈骗犯罪
活动却愈演愈烈，犯罪分子“行
骗全球”，在岛内却被轻纵，得不
到应有惩罚。

安峰山表示，据台方统计，

2011年到2016年10月，总计有
4.9万人次因涉嫌电信诈骗被起
诉。但被判刑五年以上的只有8
人，不到万分之二。2016年从
马来西亚被带回台湾的20名电
信诈骗嫌犯，在机场被当场宣布
释放。台湾方面应反思，为什么
台湾跨境电信诈骗活动屡禁不
止，反而愈演愈烈，问题究竟出
在什么地方？

至于服刑人员能否返台服
刑，安峰山表示，大陆有关部门
会依照有利于打击犯罪、有利于
维护司法公正、有利于保护受害
人权益的立场来处理。

明年起,武警将由
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国台办：

台湾方面应反思
为何跨境电信诈骗屡禁不止

□特派记者 侯梦菲 北京报道

本报讯 12月27日，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了
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烟
叶税法、船舶吨税法，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签署第83号、84号、
85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经实
施十年，为何要进行修法，此次
修法有何亮点？全国人大农业
与农村委员会法案室主任张福
贵解释，截至2017年 11月底，
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
作社达到了199.9万家，是2007

年底的76倍。由于农民专业合
作社法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实
际发展需要，一些专业合作社存
在管理不民主、财务制度不健全
等问题，一些地方共同设立农民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需要明确其
法律地位，规范和保障发展。

张福贵介绍，新修的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进一步规范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比如，
明确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连续2
年未从事经营活动的，吊销其营
业执照，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向登记机关报送年
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烟叶税法将于2018年7月

1日起施行，国务院公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烟叶税暂行条例》同
时废止。烟叶税法规定，依照
《烟草专卖法》规定收购的单位
为烟叶税的纳税人，烟叶税的税
率为2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
济法室主任王瑞贺介绍，这次主
要是把原来的条例平移上升为
法律，没有涉及税制改革。另
外，烟叶税和船舶吨税税种体量
比较小，烟叶税去年才131亿，
船舶吨税去年是48亿。不过，
王瑞贺认为，这两个税法也意味
着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迈出坚定
步伐。

引领同学们守初心
补足“精神之钙”
省青联、学联换届大会开幕

□见习记者 杨书贞

本报讯 12月27日，记者
从河南省地方税务局获悉，
2018年1月1日起，河南省将
全面征收环境保护税。根据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环境保
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
明确环境保护税的收入全部
划归地方政府所有。

人人都是纳税人，然而并
非所有的税需要人人纳。根
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
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
其他海域，直接向环境排放应
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境保护
税的纳税人。换言之，《环境
保护税法》在纳税义务上对两
种情况做了排除，一是不直接
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不
缴纳环境保护税；二是居民个
人不属于纳税人，不用缴纳环
境保护税。

对于征税对象，主要分为

四大类，大气污染物、水污染
物、固体废物和噪声。据悉，
环境保护税主要按照污染物
排放量计征，但污染物排放量
的计量较为复杂，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噪声
等计量标准不尽相同，为此，
税法对应税污染物的计税依
据分别作了相关规定。

据了解，为了减少污染物
直接向环境排放，鼓励企业和
单位将污水和生活垃圾进行
集中处理，税法规定两种情形
不用缴纳环境保护税，一是企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向依法设立的污水、垃圾集中
处理场所排放污染物的，不缴
纳环境保护税；二是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符
合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的设施、场所贮存或者处置固
体废物的，不缴纳环境保护
税。

下月起
我省开征环境保护税
征税对象主要包括四大类

□记者 丁倩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表决通过

连续两年无经营活动
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