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省份宣布取消O牌车

让O牌“下岗”更让特权“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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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是“扫黄打
非”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全国

“扫黄打非”办公室 17日向社会通
报了一批查处的淫秽色情网站，并
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进行举报，
共同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此次
通报的案件，包括广东广州“烟雨
红尘”小说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浙江温州“翠微居小说网”传播
淫秽色情信息案、福建福州“91熊
猫看书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
天津“1·20”网上传播淫秽物品案、
贵州金沙“12·11”网上传播淫秽物

品案、江苏盱眙“2·25”网上贩卖淫
秽物品案、云南官渡“2·24”网上制
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黑龙江
哈尔滨“5·16”网上传播淫秽物品
案等。其中，黑龙江哈尔滨“5·16”
网上传播淫秽物品案已经审结，其
他案件正在查办过程中。

自 4月 13日，四部门向社会发
布《关于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
息专项行动的公告》后，各地各有
关部门积极开展行动。同时，群众
积极参与举报，仅全国“扫黄打非”
办公室举报中心目前已受理群众
关于网上淫秽色情信息的举报就
达 867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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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扫黄打非”办

通报查处一批淫秽色情网站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记者 17日从 2014年全国妇幼健康
工作会议上获悉，启动“单独两孩”
政策后，全国每年新增出生人口约
200 万，其中约 80％集中在城市。
妇幼健康服务压力增加，城市医疗
保健机构面临更大挑战。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
强在会上介绍，随着生育政策调整
完善，我国孕前检查、孕期保健、安
全分娩、避孕节育、儿童医疗等相
关服务需求将明显增加，供需矛盾
更加突出。新增出生人口主要集
中在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流动

人口流入地区和既往总和生育率
较低的地区。

他说，单独二孩再育妇女有不
少已属高龄产妇，发生孕产期合并
症、并发症风险增加，危重孕产妇、
新生儿救治任务进一步加重；高龄
产妇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增加，需加
强孕前优生检查和指导，防范出生
缺陷发生；一胎采用剖宫产分娩的
妇女，二次剖宫产几率较高，对助
产技术服务提出更高要求。

目前，我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3044 所、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
35300所。

单独二孩年增200万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17日联合
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环
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
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
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
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
标率为 16.1％，其中轻微、轻度、中
度 和 重 度 污 染 点 位 比 例 分 别 为
11.2％、2.3％、1.5％和 1.1％。

2005 年 4 月至 2013 年 12 月，
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
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调查的范围是除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台湾省以外的陆地国土，调
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
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

调查面积约 630万平方公里。调查
采用统一的方法、标准，基本掌握
了全国土壤环境总体状况。

调查显示，土壤环境质量受
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我国土壤污
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
累积形成的。工矿业、农业生产
等人类活动和自然背景值高是造
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

面对严峻的土壤环境形势，
国家正在或将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加强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
一 是 编 制 土 壤 污 染 防 治 行 动 计
划。二是加快推进土壤环境保护
立法进程。三是进一步开展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工作。四是实施土
壤修复工程。五是加强土壤环境
监管。

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

新华社北京 4月 17 日电 备
受关注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
诽谤、寻衅滋事案，17日上午在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法院以秦志晖犯诽谤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二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据悉，从 2012 年 11 月至 2013
年 8 月，秦志晖分别使用“淮上秦
火火”、“东土秦火火”、“江淮秦火
火”、“炎黄秦火火”的新浪微博账
户，先后策划、制造了一系列网络
热点事件来吸引粉丝。“7·23”动
车事故发生后，秦志晖故意编造、
散布中国政府花 2 亿元天价赔偿
外籍旅客的谣言，该微博被转发
11000 次，评论 3300 余次，引发大
量 网 民 对 国 家 机 关 公 信 力 的 质
疑，对事故善后工作的开展造成
了不良影响；此外，他还捏造全国
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
并将著名军事专家、资深媒体记

者、社会名人和一些普通群众作
为攻击对象，引发大量网民对当
事人的负面评价。

法院经审理认为，秦志晖无
视国法，在信息网络上捏造事实，
诽谤他人，情节严重，且系诽谤多
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已
构成诽谤罪；秦志晖在重大突发
事件期间，在信息网络上编造、散
布对国家机关产生不良影响的虚
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
严重混乱，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
事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并实行数
罪并罚。根据其所犯诽谤罪、寻
衅滋事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
会危害程度，本应予以从重处罚，
但鉴于秦志晖归案后能如实供述
所犯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故
对其所犯诽谤罪、寻衅滋事罪均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最终，朝阳法院作出上述判
决。宣判后，被告人秦志晖当庭
表示不上诉。

“秦火火”一审被判三年

公共交通一卡通全国联网有了时间表。交通运
输部 4 月 17 日宣布，预计 2016 年底前，全国大中型
城市初步实现公交一卡通的跨市域、跨交通方式使
用；到 2020年基本实现全国范围内跨市域的公共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全国联网。

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司长王水平介绍，此次推进
工作将通过以点带面、先区域后全国、先验证后推广
的方式，先在全国选取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东三
省等部分区域开展联网工作，逐渐过渡到全国联网。

公交卡如果一卡通行全国，会不会增加企业成
本？会不会造成公交涨价？会给公众带来什么？

1 联网要花多大投入？

升级需要花费多大投入？中国交通通信中心是
公交全国一卡通的技术支持牵头单位，正在建设全
国清分结算平台。结算平台负责人汪宏宇给记者估
算了一笔账：粗略估计，全国需近 40 亿元的投入。
北京有 7000 多万张公交卡，居全国第一，公交卡由
北京市市政一卡通公司负责，这家国有控股公司在
全市有 17 万台终端机具，一个机具升级需花费近
500元，估算需 8000多万元升级资金；江苏省按照把
老系统全部放弃，重新上马新系统的办法来估算，全
省需要近 7 亿资金投入。如果仅是升级，需要 2 亿
元；郑州市有 3000台机具，升级估计需要 1500万元。

2 更新资金由谁出？

“这些投入不会让企业出。”交通运输部运输司
综合处处长徐文强解释说，各级财政将拨付支持资
金，但金额有限，大头靠市场融资解决。如江苏省，
各级政府拿出一亿元资金，其他靠市场来融资。

“这个市场融资不是靠企业向银行贷款，也不用
企业向别家借钱。”徐文强说：“各城市把此当成了融
资平台，积极性很高，银行也十分感兴趣。融资平台
沉淀资金的利息，就能弥补升级成本。”

汪宏宇解释说：“公众手中的公交卡，相当于一
张变相的银行卡，在全国统一的平台内流动，其实质

公交一卡通 2020年有望“通全国”
相关专家解答群众疑问

是类金融服务，如同支付宝一样，是金融服务业在
公众消费中的拓展。”

3 清分结算平台起什么作用？

“全国平台不发卡，不融资，是个分账的结算平
台。”汪宏宇介绍，到今年 7 月，这一平台将建成投
入试运营。其运营方式是，地方上的结算平台与全
国结算平台对接，可以省为单位，也可以城市或者
城市群为单位。交通运输部将开展试点的是京津
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与全国结
算平台对接。凡是旅客跨出本区域结算平台，到了
另一地的，进入全国结算平台，全国结算平台结算
出旅客在甲区域内消费的钱款后，发回给其发卡所
在地的乙区域，由乙区域把钱支付给甲区域。“在全
国结算平台上流动的，就是数字符号，不过手钱。”
汪宏宇说。

4 各地公交价格不一样，怎么办？

“旅客异地消费公交时，不享受当地政府的优
惠补贴，按照当地的原价支付票款。”交通运输部运
输司副司长王水平说。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民乘坐
公交一次刷卡 0.4元，但其原票价为 1元，北京市政
府每张票补贴 0.6元。上海市人到北京刷卡，则一
次刷掉 1元钱，不享受北京市的 6角钱补贴。

5 如何解决公众充值退卡问题？

王水平说，目前在个别城市，公交一卡通在使用
过程中遇到了诸如押金、退卡困难等问题。下一步，
将研究相关的改革政策，通过合理的机制进行解决。

他分析指出，造成退卡的主要原因是，公众不
在甲城市生活了，到了乙城市卡成了废品，必须退
掉。实现异地通用后，将能减少公众退卡。交通运
输部正在组织编制技术规范，制定好相关异地充
值、退卡的服务规则，满足公众需求。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2016年底前，全国大中型城市初步实现“一卡通”

◎2020年，基本实现公共交通一卡“通全国”

全国已有22个省份
宣布取消“O”牌

由于群众对“O”牌泛滥意见纷纷，从十
余年前开始，一些省份就开始取消这个号段
车牌。早在 2003年，黑龙江省就最早取消了

“O”牌；2004年，上海全面取消“沪O”车牌。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22 个省份取消或

宣布取消“O”牌，包括黑龙江、上海、宁夏、北
京、重庆、浙江、湖南、陕西、河南、青海、天
津、四川、江苏、安徽、吉林、湖北、贵州、河
北、辽宁、江西、海南、西藏等 22 个。内蒙
古、广西、新疆、山西 4 个省份将“O”牌作为
公安专段号牌，甘肃省转为普通民用号牌。

目前，福建、广东、云南 3个省还没有对
“O”牌的处置意见，山东省部分地市取消
“O”牌，但部分地市仍在使用。

换“马甲”，
取消特权还是让特权“潜行”？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O”牌车享有道路

优先通行权等“特殊权力”，因此，最早只限
公安车辆专用的“O”牌车被一些地方政府部
门和相关单位争相超范围使用，屡受公众诟
病。在各地纷纷取消“O”牌车之后，特权是
否随之被取消了呢？

记者梳理发现，虽然一些地方取消了
“O”牌，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
些变相保留。

——明确号段。在取消“O”牌车之后，
一些地方采取明确划分号段或“尾号识别”
的做法，以区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车辆。如
此一来，无论是公众还是交通管理等相关部
门，照样知道哪些车辆分属哪些部门、领导，
取消“O”牌车的作用无从体现。

——混用民用车。尽管一些部门和单
位既不使用“O”牌车，也不挂特殊号段，而是
将车牌混入民用车牌中，但是特权照用，反
而增加了公众监督的难度。不少采访对象
表示，过去的公车号牌能认出来，但近几年
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监督
难以下手。

——特殊名单“里应外合”。在一些地
方，除了党政机关领导使用小牌号外，还自

制“特殊车牌”，继续享受特权。而在交警等
具体执行部门，则掌握着这些“特权车”的详
细名单，在执法时对这些车“选择性执法”。

“O”牌清零，更需特权思想清零

一些受访公众认为，所谓“特权车”问题
的实质不在于挂什么样的车牌，是否取消

“O”牌也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根除车牌背后
的特权和特权意识。

其实，公车使用什么号牌并不重要。记
者了解到，不少地方并未正式取消“O”牌车，
但已经采取相应的约束和规范公车的政策，
例如给公车贴上统一标识，以便“直接亮明身

份，接受社会监督”，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云
南省多个地州已全部实行公务用车标识化管
理，大部分印有“XXX公务用车”和“严禁公车
私用”等明显字样，并公布监督电话。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将取消
“O”牌车纳入公务公车管理体系中，只保留
执法车和公务公车，同时，将保留的公务用
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标识，便于社会监督。

“取消特权牌照只是一个形式，更重要
的是取消特权思想。”汪玉凯认为，取消特权
思想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光靠教育，
还应出台更多、更严格的制度予以规范和保
障。同时，加强执法监督，才能重建政府公
信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4月16日，贵州公安部门宣布：到4月30日，贵州省“贵O”专段号牌将全部停
用；同日，武汉市公安局也启动“鄂O”号牌更换工作，沿用了18年的“鄂O”公安专
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

至此，据初步统计，全国31个省份中，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的22个，5个省
份将“O”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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