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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社北京2月19
日电 社会领域公共服务关
乎民生，连接民心。国家发
展改革委19日称，我国将着
力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
增强非基本公共服务弱项、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水平，切
实兜牢基本民生保障网底，
不断满足多样化民生需求。

根据国家发改委等18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大力
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
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
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
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
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全覆盖、质
量全达标、标准全落实、保障
应担尽担，实现非基本公共服
务付费可享有、价格可承受、
质量有保障、安全有监管。

其中，教育现代化取得
重要进展，劳动年龄人口平
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
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基本建立，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到77.3岁。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
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

体系更加完善，养老床位中
护理型床位比例不低于
30%。在养老机构准入方
面，推动民办养老机构发展，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支持
境内外资本投资举办养老机
构，落实同等优惠政策。同
时，鼓励民间资本对企业厂
房、商业设施及其他可利用
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和改造
后用于养老服务。婴幼儿照
护服务的政策法规和标准规
范体系初步建立，公办园在园
幼儿占比要逐步提升，到
2020年，这一比例在全国原
则上要达到50%。《方案》还要
求，大力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每个乡镇原则上至少办好一
所公办中心园。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
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
业。旅游经济稳步增长，对国
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度达到
12%。群众身体素质稳步增
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8平方米。家政培训标准
化程度进一步提升，行业规
范化建设进一步巩固。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
电 2019年2月20日，军事
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原参谋长房峰辉受
贿、行贿、巨额财产来源不
明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房峰

辉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追缴的赃款
赃物上缴国库。

每天最高销千分 月入两
三万元

去年以来，济南交警部
门连续接到多起市民报警，
反映身份证丢失后被他人冒
用，无故被扣交通违法记
分。经过缜密侦查，济南警
方抓获40多名买卖交通违法
记分的“分虫”，由此揭开了
这条“黑色产业链”。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持续
快速增长，一些司机由于一
年内违章次数较多，自己驾
照记分不够扣，由此催生了
交通违法记分非法买卖现
象。其中，低价买分、高价卖
分的“分虫”，成为这条产业
链上的关键。

专门负责办理涉车违法
犯罪案件的济南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9·20”重案侦查
专班负责人毕垒告诉记者，

“分虫”主要有两种：一种是
普通“分虫”，通过在现场发
放名片、网络或手机微信附
近搜索功能，招揽“买分卖
分”对象，然后利用他人身
份证在交通违法自助处理
机上替人销分。通常，“分
虫”买入价50元一分，卖出
价 60 元一分，赚取 10 元差
价。

记者在58同城、淘宝等
多个电商平台上搜索“交通
违法处理”“车辆代缴罚款”
等关键词，能搜索到数百个
相关“店铺”。一家“店铺”的
李姓负责人表示：“70元一
分，只需提供行驶证照片，一
小时就能办好。我们生意很
好，不愁客源。”

另一种由普通“分虫”发
展起来的高级“分虫”，手握
大量资源，建立数十个微信
群，当有分需要处理时，在微
信群里“批发”给其他普通

“分虫”。
“专案组抓获了几名高

级‘分虫’，最多一天能销上
千分，只要在微信群里放出
消息，一两个小时就能销
完。多的时候每月流水有四
五十万元，利润达到两三万

元。”毕垒说。

三种模式“套路”深 作案
手段隐蔽

记者调查发现，“分虫”销
分主要采取以下三种模式：

模式一：居民身份证和驾
驶证遗失，被“分虫”冒用销
分。“分虫”会通过各种渠道，
广泛收集居民不慎遗失的身
份证和驾驶证，然后用于在
自助处理机上为他人销分。

去年10月，济南市民刘先
生遗失了身份证和驾驶证，第
二个月他的证件就被“分虫”冒
用，驾照被扣了9分。

模式二：“卖分”者主动
将个人身份证和驾驶证邮寄
给“分虫”，卖分牟利。毕垒
告诉记者：“办案中发现，不
少人有驾照但不开车，觉得
驾照闲置太浪费，就把驾照
提供给‘分虫’卖分赚钱。”

去年12月，济南交警从抓
获的两名“分虫”身上收缴出43
张用于销分的身份证，其中不
少是卖家寄给“分虫”的。

模式三：“分虫”与个别
“内鬼”共同作案。一些“分
虫”通过贿赂个别有关工作
人员，在查询驾驶证信息、违
规销分等方面获得便利。

2018年4月，广东省中山
市纪委监委驻市公安局纪检
监察组在开展日常监督中发
现，一辆轿车在中山市公安
局三角分局交警大队使用34
个驾驶证处理该车共90宗违
法记录，310分违章扣分竟然
在一个小时内被全部销掉。
经查，6名辅警利用职务之
便，大量承接中介介绍的销
分业务，窃用民警公安数字
证书大肆进行违规销分牟
利。

为逃避警方查处，“分虫”
的作案手段也很隐蔽。济南
交警支队支队长曹凤阳介
绍，“分虫”具有很强的反侦
查意识，会通过网络发帖、移
动支付等方式招揽“买分卖
分”对象，规避现场交易。被
警方抓获的“分虫”张栎，在

卖分过程中从不使用自己的
真实身份，手持多个手机号
也都在他人名下，注册绑定
的微信号多达20个，以达到
隐匿身份的目的。

加大打击与联合惩戒 铲
除“买分卖分”滋生“土壤”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王忠武认为，“买分卖分”行
为不仅违反了国家相关法
律，而且削弱了交通违法记
分对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保
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作
用，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

铲除这一“黑色产业链”，
加大打击是关键。过去，交警
部门在办理“买分卖分”案件
时，常遇到查证难、立案难、拘
留难等问题。2018年9月，济
南市公安局积极推进警务机制
改革，授权济南市交警支队独
立承办部分涉车类治安和刑事
案件。

曹凤阳介绍，济南交警
在取得行政、刑事拘留案件
处罚权后，成立由十余名警
力组成的重案侦查专班，积
极运用大数据进行信息研
判，提高了办案效率。例如，
利用大数据严密监测，锁定

“分虫”及其重点活动场所，
开展多次清理整治行动，打
击成果明显。

办案民警坦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法》第16条规定，对于出租、
出借、转让居民身份证的，由
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二
百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但在实
际操作中，对“卖分”者的追
责较难实现。

专家建议，除对“买分”
处理的交通违法记录一律重
新处理外，可探索建立联合
惩戒机制，将多次“买分卖
分”人员纳入诚信“黑名单”，
使其在社会上处处受限，提
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
从源头上消除违法销分滋生
的“土壤”。

新华社济南2月20日电

月入两三万“分虫”套路深
——买卖交通违法记分“黑色产业链”调查

犯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房峰辉被判处无期徒刑

18部门发文推动公共服务补短板

取消养老机构设立许可
公立幼儿园要达到50%

交通违法记分每
分卖六七十元，最多时
一天能销上千分，月入
两三万元……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当前买卖
交通违法记分已形成
一条地下“黑色产业
链”，买卖各环节分工
明确，中介“分虫”作案
手段隐蔽，而且“套路”
很深。专家认为，除持
续加大打击力度外，需
完善联合惩戒机制，从
源头上铲除非法销分
牟利滋生的“土壤”。

2月17日，福州一小伙
赵宇发出求救微博，称自己
因阻止女邻居被施暴，与施
暴者产生肢体冲突，最后却
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
13天。赵宇告诉央视记者，
20日，福州市公安局晋安分
局以过失致人重伤将他移交
晋安区人民检察院。

从赵宇提供的移送起诉
告知书上可以看到，公安机
关认为赵宇过失致人重伤案
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

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告诉央视记者，福州
市公安局晋安分局是在1月
4日，以“故意伤害”向晋安

区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
赵宇。1月10日，晋安区人
民检察院作出不批准逮捕的
决定。2月20日，福州市公
安局晋安分局以过失致人重
伤罪将赵宇移交晋安区人民
检察院。目前，他们已通知
赵宇、李某等人前来接受审
查核实相关情况。对于此前
有律师告诉赵宇，他可能要
面临大额赔偿和刑责的说
法，有失偏颇。检察机关表
示，刑法鼓励公民见义勇为，
如果是正当防卫，根据情节
可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
责。检方在办案过程中也会
充分考虑这个情节。

央视

小伙自称见义勇为被拘
被以过失致人重伤移送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