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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税法草案 2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首次审议，草案提出在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

根据草案，环保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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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税污染物为大气污染物、水污
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

草案将现行排污费收费标准作为环保税的

税额下限，规定：大气污染物税额为每污染当量
1.2元；水污染物为 1.4元；固体废物按不同种类，
税额为每吨 5元至 1000元；噪声按超标分贝数，
税额为每月350元至11200元。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制定环境保
护税法、推进环境保护费改税，有利于从根本上
解决现行排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足、行政
干预较多、强制性和规范性较为缺乏等问题。

“雁过拔毛”，啥钱都占
——盘点基层“硕鼠”腐败术

我国拟开征环境保护税

为保护和改善海洋环
境，2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首次审议的海洋环境保
护法修正案草案规定，排污
单位在执行国家和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同时，还
应当遵守重点海域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据新华社电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
协会29日宣布，将建立非公立医疗机构
社会信用评价与服务能力星级评审制
度，推动行业自律，规范行业信用行为。

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郝德明介绍，中国非公立医疗
机构协会已取得商务部核准的非公立
医疗机构信用评价的国家资质，并将于
近期开展相关工作。信用评价将按国
家统一规定分为“三等五级”，即分为A、
B、C 三等，下设 AAA、AA、A、B、C 五
级。星级评审分为三个等级，由高到低
依次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评审
结果由评审委员会审议，并向社会正式
公布。医疗机构将被授予相应的有效
期为3年的信用和星级等级证书、标牌。

据介绍，建立信用评价和服务能
力评审制度，有利于加强对社会办医
的管理，引导规范行医，提高管理水
平，也有利于加大对失信机构的惩戒
力度，打击虚假广告和骗医行为。

非公立医疗机构
将有行业信用评价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 29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草案明确提出为鼓励企业通过采用
先进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
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国家或者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50％的，减半征收环境保
护税。

除此项减半征收的优惠外，草案还明确了五
项免税情形：

——为支持农业发展，对农业生产排放的应
税污染物免税；

——因现行税制中已有车船税、消费税、车
辆购置税等发挥出加强环境保护的调节作用，草
案提出对机动车、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动污染源排
放的应税污染物免税；

——对依法设立的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生活
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向环境达标排放的应税污染
物免税；

——对纳税人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综合利
用的固体废物免税；

——国务院批准免税的其他情形。

为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
话会议系统项目、执法监督平台项目
等，北京一公司总经理朱某分别向北
京市公安局两名副处长和一名处长行
贿共计90万元。记者28日获悉，北京
市第二中级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朱
某单位罚金 50万元，判处朱某有期徒
刑10个月，缓刑1年。

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单位、朱某
于2010年至2014年间，为承揽北京市
公安局加密电视电话会议系统项目、执
法监督平台项目、更换市局程控电话交
换机及配套系统建设项目等，先后多次
给予北京市公安局信息通信处原副处
长呼延雄、曹明，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
息化部有线处原处长周某钱款共计90
万元。2015年3月25日，朱某被查获。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在承揽北京市公安局加密电视电
话会议系统等项目时违反法律规定，给
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朱某
作为该公司的总经理，系行贿行为的具
体实施者，应认定为单位负责的主管人
员，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
单位行贿罪。鉴于朱某系自首且具有
悔罪表现等，依法从轻处罚并适用缓
刑；朱某作为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自动投案如实交代，对被告单位亦
可认定为自首，可从轻处罚。最终，判
处被告单位罚金50万元；判处朱某有期
徒刑10个月，缓刑1年。（据《北京晨报》）

中医药法草案二次审议
稿29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草案提出，生产符合
条件的来源于古代经典名方
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
品批准文号时，可以仅提供
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

为承揽工程行贿
公司老总被判刑

昨日审议的国防交通法
草案二审稿与一审稿相比，
在立法目的中增加“促进交
通领域军民融合”的规定，同
时调整了一审稿中关于国防
交通管理体制的规定。

草案将第三条第一款
改为“国家坚持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推动军地资源优化
配置、合理共享，提高国防交
通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
应战能力，促进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协调发展”。

修法速览

大气污染物排放低于标准50％ 纳税减半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已将房地产税法列
入第一类立法项目，待草案
比较成熟，适时提请审议。

专家指出，房地产税法
比环保税法复杂，因为环保
税更多的涉及企业，不涉及
自然人，阻力也小一些，房
地产税则涉及千家万户的
利益，大家都会十分关注。

“本次立法是按照‘税负平
移’的原则，将现行排污费制度
向环保税制度转移。”财政部部
长 楼 继 伟 在 对 该 草 案 的 说 明
中称。

华东一家大中型钢铁企业负
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环保税的税
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的标准基本
一致，企业负担变化不大。该企
业之前每年用水方面资源费、排
污费缴费七八千万元，大气污染
每年缴费一两千万元，合计环境
方面的负担在１亿元左右。

“原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给
企业承诺免排污费，今后类似
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有利于
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这位负
责人说。

会否增加企业负担？

哪些企业
受影响？

昨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继续审议
国防交通法草案、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中医药法草案，审议环境保护税法草案等

人大
立法
关注

据
新
华
社

据新华社电 文化部近日部署开
展第二十六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
动查处工作，26家网络文化经营单位
因为提供含有禁止内容的网络游戏等
互联网文化产品、未采取技术措施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未要求网络游
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
册、终止运营网络游戏未提前公告等
问题被列入查处名单。

据了解，文化部2016年以来已直接
督办网络游戏案件198件，规范了网络
游戏企业经营行为，净化了网络游戏市
场环境。本次部署查处的网络文化经
营单位中，湖南锐游天下科技有限公
司、深圳市猫推科技有限公司、西安新
浪游戏开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
单位，由于提供含有宣扬色情、赌博，违
背社会公德等违规内容的游戏产品，被
列入查处名单。

整治网游市场
26家单位被查处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环保税开征后对两类企业影响可能比较
大：一是原来缴纳排污费不规范的企业，今后强制力度会加大；二是
污染物容易计量的行业，像造纸、化工行业，今后的压力会比较大。

肆意伸手啥钱都占
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将“坚决整

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作为
今年的七项主要任务之一作出部署。根据
中纪委网站的数据，截至目前，今年以来各
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已有1000余起。

截留挪用，摊派克扣。从查处的案件
看，一些基层干部将土地征用补偿款、农村
低保、危房改造补助款甚至精准扶贫专项
贷款等肆意截留，“专款他用”。比如，黑龙
江省日前通报当地一村在发放泥草房改造
补助款时，挑取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每户
截留500元，用于车费、饭费等支出。

虚报冒领，骗保骗补。通报案例中，利
用手中职权或工作便利，以虚开虚报、冒名
顶替等方式骗取惠民资金、低保、医保及各类
津补贴，“劫公济私”、优亲厚友的现象多发。

吃拿卡要，“任性”用权。在通报中，黑

龙江、天津、湖北等地都出现过一些基层执
法、监管部门或行业工作人员等，利用手中
职权，刁难群众、吃拿卡要。

“雁过拔毛”，啥钱都占。从农机补贴、
养老保险到孤儿费、抚恤金，困难群众、弱
势群体的“保命钱”等在一些地方屡屡遭到

“揩油”和“打劫”。

监督真空等致“微腐败”多发
从多地查处的案例来看，这些“硕鼠”

官位不高，权力不小，贪欲很大。从乡镇干
部到村官，从农林水牧到扶贫部门，他们瞅
准机会就想方设法侵吞偷占。一些廉政专
家表示，基层“微腐败”现象是基层治理机
制运行不畅的一种表现。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
认为，基层党员干部被赋予的职能与可供调
度的资源之间，并不均衡。同时，基层党员
干部看似受到多重制约，包括从上而下的问
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但由于职务较低、人
数众多，实际极易处于监督的“飞地”。

通过查处的案件可以发现，基层干部尤
其一些基层农业管理部门、乡镇干部和村干
部手中的权力不断增大，一些干部“党、政、
财”三权独揽，但相对应的监督却没有跟上。

扎牢“制度之笼”约束“绝对权力”
“打‘虎’拍‘蝇’，‘老虎’虽大却离人们

稍远，‘苍蝇’虽小则让群众更有痛感。”一些
廉政专家表示，基层反腐败要扎紧织密制度
的笼子，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用权行为。一
方面实现对权力的“减、控、分”，另一方面推
进阳光透明的制度建设和执行，充分利用网
络等多种渠道加强党务、政务、财务等的公
开公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涉农资金、民生
资金等的管理、审计工作。同时，培养专业
的基层监督力量，更好地发挥村民监督委
员会等基层组织的监督作用，促进权力在
阳光下公开运行，不给贪腐留可乘之机。

根 治 这 些 缭 绕 在 百 姓 周 围 的“ 蝇
贪”，首先要抓准，其次要打狠，并加强
预防震慑工作。 （据新华社）

该发的补贴不发，该给的
农资没给，反之利用手中职权或工作便

利肆意侵吞贪占惠民补贴、困难救济、扶贫
款项等，以此中饱私囊、优亲厚友……根据中
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数月的通报来看，在一些

地方、部门、单位，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
之风和腐败问题还呈现易发

多发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