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点11 反腐败反腐败

最高检报告提出，过去五年，立案侦查职务犯
罪254419人，较前五年上升16.4%，为国家挽回
经济损失 553 亿余元；民生领域查办“蝇贪”
62715人；从42个国家和地区劝返、遣返、引渡外
逃职务犯罪嫌疑人222人。

最高法报告明确，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
态势，健全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机制，严厉打击和震
慑腐败分子。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
征夫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法院、检察院系统强化
担当，履行职责，不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
不让腐败分子逃脱正义的审判。

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
等“大老虎”依法受到应得的惩罚，“小官巨贪”“微
腐败”等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职务犯罪依法受到查
办，极大增强了百姓的“反腐获得感”。

对腐败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五年立案

侦查职务犯罪254419人，为国家挽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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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两会

新华社北京 3月 9日电 针对
企业关注的商标注册周期长问题，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9日在人民
大会堂“部长通道”上说，今年年底
前将商标审查周期从目前的8个月
缩短至6个月。

随着市场主体大量增加，企业
对商标品牌越来越重视。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大幅缩短商标注册
周期。

张茅说，2017年我国商标注册
申请量574万件、增长55%，占全世
界商标申请量80%。今年要把深化
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作为“放管服”
工作的重点，牢固树立服务企业的
观念。

“一个商标图形要比对几万个
相似图形，商标注册的比对工作量

很大。”张茅说，预计今年商标注册
申请量还将继续增长，要彻底解决
商标注册审查效率不高的问题。大
力简化商标注册手续、优化流程，通
过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提升商标注
册全程电子化水平。

针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外
商投资稳定增长，张茅透露，拟在全
国推行外商投资企业商务备案与工
商登记“单一窗口、单一表格”受理，
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
改革。

张茅说，将外商投资企业商务
备案受理纳入“多证合一”备案事项
整合范围，申请人只要通过各地工
商部门的“单一窗口”，填写一套表
格，即可同时申请办理商务备案和
工商登记。

国家工商总局局长谈商标审查周期

年底前缩短至6个月

3月9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现场座无虚

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易纲，副行长、国家外汇管

理局局长潘功胜就“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房贷风险咋控
数字货币如何
——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回应金融热点问题

周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2013至2017年，最高人民
法院受理案件82383件，审
结79692件，分别比前五年
上升60.6%和58.8%。”

曹建明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2013年至2017年，全国检
察机关共批捕各类刑事犯罪
嫌疑人453.1万人，较前五

年下降3.4%。”

3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就金融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发

聚焦两高报告中的法治亮点

防范金融风险受到高度关注，
有记者问是否会因为防风险而放缓
金融改革。周小川亮明态度：防风
险历来都是金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防风险跟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
一致的。

关于中国的整体债务情况，周
小川判断，债务增长较快的情况现

在已经平稳下来，在总量上进入了
稳杠杆和逐步调降杠杆的阶段。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问
题，周小川指出，金融控股的做法，
在控股多家金融机构、横跨不同金
融行业的同时，也酝酿了一定的风
险。监管部门正在对金融控股公司
监管制定基本规则。

防风险跟改革并非对立金融改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于M2的
表述发生了变化，指出保持广义货
币M2、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
长。

易纲表示，现在 M2 跟经济走
势的相关性变得比较模糊。针对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更注意

盘活存量，更注意优化货币信贷存
量的结构。

周小川表示，更重要的指标应
该还要观察通货膨胀率和就业率。

“光观察 GDP有时候是不够的，还
是要看物价水平和就业水平，从这
儿来衡量货币政策松还是紧。”

淡化M2衡量指标货币政策

对于央行正在研究的数字货
币，周小川指出，研究数字货币不是
说让货币去实现某一种技术方案的
应用，本质上是要追求零售支付系
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
时也必须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

当前，市场对数字货币有议论，

也出现了一些风险。周小川说，主
要是有一些技术应用没有专注于数
字货币在零售支付方面的应用，而
跑到了虚拟资产交易方面，对后者
需要更加慎重。“在整个过程中，不
必太着急，稳步研发，有序进行测
试，把握住方向。”周小川说。

稳步研发有序测试数字货币

房贷利率上升是近期市场热点
话题之一。

潘功胜说，房贷利率的确略有
上升，但从长周期看，利率仍然处于
较低水平。商业银行综合考虑负债
端利率上升和房地产的风险溢价，
对住房贷款利率自主进行定价、扩
大利率的浮动区间，总体上符合利
率市场化的要求和趋势。

潘功胜表示，在住房贷款方面，

人民银行会督促商业银行严格落实
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对住房贷款
执行差别化定价，积极支持居民特别
是新市民购买住房的合理需求。

在风险方面，潘功胜表示，房地
产贷款不良率不到1%，好于银行业
整体1.85%的贷款不良率。我国房
地产信贷质量总体上良好，房地产
金融风险是可控的。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符合市场趋势房贷利率

亮点22 防范和化解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金融风险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来，积极投入互联
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
诈骗犯罪14.4万人；突出惩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8.2万人。

最高法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来，审结民间借贷
案件705.9万件，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严惩非法集
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北京等法院审结“e租宝”
非法集资案，山东法院审结徐翔等人操纵证券市场
案。

全国政协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研究所
所长刘惠好表示，依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需要司
法、执法机关加强普法宣传，提高公众对金融违法犯
罪的警惕性。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加强监测预警，加
大打击力度，构建系统化的追赃挽损工作体系。

严惩非法集资、内幕交易等金融犯罪，五
年起诉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犯罪

14.4万人

“推动网购、快递健康发展。”连
续五年，快递业发展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

快递已成为居民新“开门七件
事”之一，这个行业的点滴变化关系
你我生活。绿色包装、末端派送、快
递员权益保护……跟快递有关的这
些事情，成为代表委员关心的话题。

明确相关标准
给予有效支持

去年年底，国家邮政局等十部门
联合推出《关于协同推进快递业绿色
包装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
在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
方面取得明显效果。

虽然绿色包装已成发展共识，但
真正落实还需多方努力。

使用绿色包装，会增加一定的成
本。这对竞争激烈的快递业来说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

服务司司长马旭林认为，对使用可降
解包装材料的电商和快递企业，可给
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当环保包装的
需求旺盛起来、形成规模效应后，生
产成本将得以降低，绿色快递的新局
面亦即打开。

完善服务设施
发展共同配送

快递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烦心事
也开始出现：白天上班家里没人，快
递小哥把包裹放在消防栓下面就走
了，造成无人签收、快件丢失等情况。

但与此同时，快递员们也有不少
吐槽。“我听很多同行说，送快递时一
些高档住宅区、写字楼进入不方便。
联系收件方，打电话老是没人接，造
成一个件要送好几次，增加了很多工
作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
上海市邮区中心局上海站邮件处理
分中心邮件接发员柴闪闪说。

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投递服

务成为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占比最高
的问题。投递服务的末端环节，成为
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瓶颈。

对此，今年1月出台的《关于推进
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
见》提出：“创新公共服务设施管理方
式，明确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
服务场所的公共属性。”

不少企业已看到了快递末端服务
设施的机遇。如菜鸟网络在全国的社
区和校园布局了数万菜鸟驿站，优化
末端派送模式、提升用户物流体验。

马旭林建议，为了避免资源浪
费，可以发展城市末端共同配送，建
设融电商、快递、蔬菜粮油、饮用水等
配送服务于一体的社区配送公共服
务站，避免各自为政、各占一摊，提高
公共设施利用率。

保障快递员权益
向智能化要效率

虽然收入尚可，但因为岗位劳动

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快递员的工作
稳定性并不高。有统计显示，在上海
等大城市，快递员 1—2 年内的流失
率将近30%。

“要从源头规范，加强对快递员
工的培训指导、劳动保护。在快递企
业成立健全工会组织，增强职工获得
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防邮电工
会主席杨军日说。

保障快递员合法权益的同时，快
递业也在加快转型。从传统的“劳动
力密集型”，转为向高科技、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要效率。

菜鸟网络显示，近年来“双 11”
签 收 1 亿 件 包 裹 所 需 的 时 间 ，从
2013年的 9天，缩短为 2017年的 2.8
天。

“单量越大、速度越快”曲线的背
后，就是通过大数据和智慧算法，让
每个包裹都有最优路径。甚至做到

“未卜先知”，把商品提前布局到消费
者身边。

（据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包装“绿”起来 配送快起来
——代表委员谈快递业健康发展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五年起诉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8932人

亮点44 扫黑除恶扫黑除恶

最高检报告指出，五年来，深入推进扫黑除
恶、缉枪治爆、禁毒扫黄等专项斗争，起诉刘汉、刘
维等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8932人，立案侦查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国
家工作人员333人。最高法报告也强调，严厉打
击黑恶势力犯罪。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
开军认为，坚决扫除黑恶势力，才能不断增进人
民群众的安全感。“目前，涉黑涉恶犯罪出现新的
特点，向新行业、新领域等扩张，通过插手民间纠
纷造势获利，‘软暴力’增多。法院和检察院要依
法严惩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
伞’，重点整治‘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犯罪。”他
说。

亮点33 纠正冤错案纠正冤错案

最高法报告显示，五年中再审改判刑事案件
6747件，其中依法纠正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
等重大冤错案件39件 78人；对2943名公诉案件
被告人和1931名自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

最高检报告中提到，对受理申诉或办案中发
现的18起重大冤错案件，及时提出抗诉或再审检
察建议，人民法院均改判无罪。对人民法院再审
的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王力军无证收购玉米
案等案件，检察机关同步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核证
据、明确提出纠正意见，共同纠错。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才华表
示，一批冤错案得以纠正，体现出司法机关勇于担
当、有错必纠的决心，强化了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信
心。当前，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推进，
司法机关应在实践中强化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疑罪
从无等理念，从根本上有效防止冤错案的发生。

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五年再审改判

刑事案件6747件

维护公民信息安全，两年共起诉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5.1万人

亮点66 打击打击
电信网络犯罪电信网络犯罪

最高检报告提到，2016 年与公安部共同挂
牌督办“徐玉玉案”等 62起重大案件，两年来共
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1万人。最高法报告中
也明确，严惩电信网络犯罪。出台办理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案件司法解释，严惩泄露个人信息、非
法买卖信息等犯罪行为，维护公民信息安全。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向记者表示，严厉打击
电信网络犯罪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措施。法
院和检察院在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实践中，应加
强与公安、工信、金融等部门以及相关高科技企
业的深度合作，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的应用，全面提升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犯罪的
执法效率。

（本栏文图均据新华社）

亮点55 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

最高检报告显示，过去五年，办理生态环境领
域公益诉讼1.3万件，督促5972家企业整改，督促
恢复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总面积
14.3万公顷，索赔治理环境、修复生态等费用4.7
亿元。

最高法报告提到，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等司法
解释，审结环境民事案件 48.7万件；依法审理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1.1万件；审结腾格里沙漠
环境污染公益诉讼系列案。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顾
雪飞说，检察机关和法院未来应进一步加大对生
态环境案件的重视，强调诉前程序作用的发挥，及
时制止破坏生态环境的非法行为。一些地方已探
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开展专门化的环境资
源案件审判，有效提升公益诉讼和审理的精准度
和效率。

守护碧水蓝天，五年办理生态环境领域

公益诉讼1.3万件

3月 9日，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听取最

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报告透露的一系列

法治亮点引人注目。

绿色包装

末端派送

规范用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