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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国“ 扫 黄 打 非 ”办 公 室
推出网络安全课课件
据新华社电 寒假将至，
为给孩子们营
造良好的上网环境，
引导孩子们安全上网、
健康上网，
近日，
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室部
署各地推动网上
“护苗”
行动，
发布推广
“护
苗·网络安全课”系列课件，向孩子和家长
们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据介绍，此次推广的“护苗·网络安全
课”
系列课件，
除在中国
“扫黄打非”
网上发
布供下载外，
还在腾讯视频、
优酷等视频网
站发布。课件由全国
“扫黄打非”
办公室联
合腾讯公司共同设计，历时 4 个月开发制
成。课件共 5 集视频，采用新型实景动画
形式，每集约 3 分钟，主题分别为“保护个
人隐私”
“远离不良信息”
“防范网络诈骗”
“拒绝网络欺凌”
“抵制盗版出版物”，内容
紧扣网络安全热点问题，
活泼生动、
通俗易
懂，
适合广大未成年人观看和学习，
也适合
小学老师运用开授网络安全课程。

采购 节约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
购 15 年来节约资金 347.5 亿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 月 11 日从国家机
关事务管理局举办的政府采购创新发展
研讨会上获悉，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 15 年
来，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资金平均
节约率达 14.4％。
据了解，
15 年来，
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集
中采购工作累计完成采购额 2090 亿元，节
约资金 347.5 亿元，资金平均节约率达到
14.4％，有力推进了节约型机关建设，为推
动政府采购法治化进程和创新发展、促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出行 无障

2020 年我国要基本形成交
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
据新华社电 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住
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全国老龄办等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老
年人残疾人出行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
了到 2035 年推进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
务的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到 2020 年我国要
基本形成交通运输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交通运输无障碍
出行服务要实现以下具体目标：新建或改
扩建的铁路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区、二
级及以上汽车客运站、民用运输机场航站
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无障碍设施实现全
覆盖等。

受贿 获刑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名原
副校长因受贿一审获刑
据新华社电 由陕西省西安市人民检
察院审查起诉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副
校长陈勇、张培营受贿案件，日前法院经
公开审理一审宣判，以受贿罪判处陈勇有
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60 万元；判处张培
营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30 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04 年至 2013 年，陈
勇利用职务便利，为西安炳德贸易有限公
司、深圳机械院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等单位
和个人在燃煤采购、项目建设招投标等事
宜上提供帮助，共收受当事人财物折合人
民币约 367.77 万元。
法院同时审理查明：1999 年至 2015
年，
张培营利用职务便利，
为西安炳德贸易
有限公司、泾阳县建筑公司等单位和个人
在燃煤采购、
项目建设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共收受当事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8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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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 1 月
11 日通报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
律审查情况。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
52.7 万人，其中包括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58 人。
根据通报，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 273.3 万件
次，处置问题线索 125.1 万件，谈话函询 28.4 万件次，立案 52.7 万件，
处分 52.7 万人（其中党纪处分 44.3 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58
人，厅局级干部 3300 余人，县处级干部 2.1 万人，乡科级干部 7.8 万
人，
一般干部 9.7 万人，
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32.7 万人。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131.6
万人次。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 78.6 万人次，占“四种
形态”处理总人次的 59.7％；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织调整 41.2
万人次，占 31.3％；第三种形态纪律重处分、重大职
务调整 7 万人次，占 5.3％；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
违法立案审查 4.8 万人次，占 3.7％。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全年处分 52.7 万人
●其中包括 58 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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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我国首个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的绿色税
种——环境保护税正式施行。环保税按季申报缴纳，2018 年
4 月 1 日至 15 日将迎来首个征期。
环保税如何征收？税率如何确定？针对各界关心的问
题，
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

环保税开征,,咋收
20 环保税开征
动态征税 国家定底线，地方可上浮
开征环保税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实现
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换。
各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税怎么收？
根据环保税法，环保税的征税对象和
范围与现行排污费所涉对象和范围基本
相同，征税范围为直接向环境排放的大
气、水、固体和噪声等污染物。其中，大气
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至 12
元，水污染物税额幅度为每污染当量 1.4

元至 14 元。
据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介绍，目
前，除西藏自治区外，各省市区均已按法
定程序出台了本地应税大气污染物和水
污染物的具体适用税额。
其中，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
河南等 6 个省份税额处于较高水平，其大
气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4.8 元至 12 元
之间，水污染物税额在每污染当量 4.8 元

至 14 元之间。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司长
蔡自力介绍，环保税实行“国家定底线，地
方可上浮”的动态税额调整机制。以环境
承载能力较小的京津冀为例，北京市按最
低税额标准 10 倍的最高上限确定税额，其
大气、水污染物税额分别为每污染当量 12
元和 14 元。

“杠杆”调节 甲醛按普通
“烟尘”
的 24 倍征税
“环保税的收入规模在税收总收入中
占比很小，开征环保税不是为了增加财政
收入，而是为了构建绿色税制，发挥税收
‘杠杆’调节作用，引导企业既算经济账，
也算环保账。”
蔡自力说。
王建凡说，环保税以污染物排放量为

计税依据，
“ 多排污多缴税、少排污少缴
税”，并对降低排污浓度的企业给予减免
税优惠。
以大气污染物为例，排放等量但具有
较高危害性的“甲醛”要缴纳的环保税是
普通“烟尘”的 24 倍。

“绿色税收”已确认纳税人 33 万个
环保税虽规模不大，但制度转换难
度大。环保税法确定了“税务征管、企业
申报、环保监测、信息共享、协作共治”的
征管新机制，为部门之间合作提供了良
好范例。
王建凡说，从实际情况看，环保税征
管相对复杂，对污染物排放监测专业技
术要求高，需借助环保部门的污染物监
测管理能力，税务机关与环保部门的工
作协作配合是否顺畅，关系到环保税法
的实施效果。
“排污费征收 38 年来，
累计向 1380 万
个排污单位收费共计 3169 亿元，用于筹

集污染防治资金，为加
强环境保护发挥了作
用。
”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
副局长夏祖义介绍，目
前，各地环保部门已全
部完成历史涉税数据向
地税部门移交工作。
蔡自力说，各级地
税机关已据此初步识
别和确认环保税纳税
人 33 万个，并初步建立
了环保税税源数据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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