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政府监管

强化电力统筹规划

强化电力安全

有序放开输配外竞争性环节电价

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

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

推进交易机构相对独立,规范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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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在连续两次上涨、一次“搁浅”后，
国内汽、柴油价格将再迎下调。
26 日将迎来国内汽、柴油价格调
整“窗口”。市场预测，由于本计
价周期国际原油价格总体呈走跌
态势，尽管近两日出现小幅反弹，
但难以改变国内汽、柴油价格下
调的趋势。预计此次调整后，国

内 多 地 汽 油 价 格 将 重 回 6 元 附
近。

新华社石油价格系统 25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3 月 24 日一揽子原
油平均价格变化率为负 7.31％。
据此测算，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每
吨将下调 250 元左右，约合每升 2
角左右。3 月 25 日是本计价周期
的第九个工作日。

油价今日有望下调
多地汽油价格将重回 6元附近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25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
布第二批被依法关闭的“中国新闻
热线网”“曝光网”等 31 家违法违
规网站。这是“网络敲诈和有偿删
帖”专项整治工作自 1 月 21 日启动
以来，主管部门在根据群众举报线
索深入调查和取证后，依法关闭的
第二批违法违规网站。

本 次 被 依 法 关 闭 的 网 站 有:
“中国新闻热线网”“尚邦网络公关

网”“政务舆情网”“鲁中报网”“福
建在线”“海瑞新闻网”“昆明新闻
网”“中企新闻网”“河南法制网”

“搜狐焦点网”“商都讯谈网”“国泰
网络”“射阳论坛”“贴图库”等。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次被依法关闭的 31家网站存
在的严重违法违规情节，均不同程
度地体现了本次“网络敲诈和有偿
删帖”专项整治工作需要重点打击
治理的特征。

整治“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

31家违法违规网站被关

据新华社福州 3 月 25 日电
绿荫满城，暑不张盖。近日，福州
市尝试在市区湖滨路、白马路等路
段的人行道开展“落叶不扫”试点，
在减轻环卫工人工作压力的同时
为城市增添诗意和浪漫，为市民创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走在福州的大街小巷，虽然
春寒料峭，却是满地黄灿灿的落

叶，一阵风吹来，大量的落叶就随
风飘舞，落到人行道上，行人踏着
满地的落叶，看着枝头上冒出的
嫩绿芽，可以感受着像秋天一样
浪漫的气息。福州市政协特邀信
息员张宝灯建议保留落叶景观，
为城市增添诗意和浪漫，体现城
市管理者的亲民作风，达到更好
的管理效果。

福州试点“落叶不扫”
打造城市浪漫景观

新华社福州 3月 25 日电 近
期，微信朋友圈等流传文章称“个
大草莓要慎买”，不少网友纷纷转
发。福建省食药监局日前发布消
费提醒，个头太大、“奇形怪状”和
表面“芝麻粒”呈红色的草莓都应
慎买。

福建省食药监局提醒广大消
费者，购买草莓时应尽量挑选鲜红
均匀、色泽鲜亮、有光泽的；如果草
莓个头太大，或者长得奇形怪状，
应当谨慎购买。此外，草莓表面的

“芝麻粒”应该是金黄色的，如果

“芝麻粒”也是红色的，那就有可能
是染色的。购买草莓的时候可以
用纸轻拭表面，如纸上粘了大量红
色，就要小心了。

此外，挑选草莓时可从外观着
手，选择颜色鲜红、蒂头叶片鲜绿、
表皮籽分布平均且无损伤腐烂的。
若是外表白色的部分过多或带青
色，都表示草莓尚未成熟，不宜购
买。此外，草莓含水量高、表皮薄，
易受到机械性伤害或微生物侵入而
腐烂变质，建议消费者要现买现吃，
避免引发腹泻等肠胃疾病。

“奇形怪状”草莓要慎买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政
治局 3 月 24 日下午就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
证司法公正进行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
义司法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公正司法事关人民切
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事关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要坚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
向，坚持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根本尺度，坚持
符合国情和遵循司法规律相结合，坚持问题
导向、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信心，凝聚共识，锐
意进取，破解难题，坚定不移深化司法体制改
革，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黄文艺教授就这个
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

他的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强调，司法制度是上层建筑的重

要组成部分，我们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是社
会主义司法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走的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是社
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我
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和政治优
势。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司法管理体制
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
下进行，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
度。要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审判机
关和检察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
起来。

习近平指出，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为了人
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司法体制改革成
效如何，说一千道一万，要由人民来评判，归
根到底要看司法公信力是不是提高了。司

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深化司法体制
改革，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深入了解
一线司法实际情况、了解人民群众到底在期
待什么，把解决了多少问题、人民群众对问
题解决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改革成效的标准。

习近平强调，要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
个牛鼻子，凡是进入法官、检察官员额的，要
在司法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法
官、检察官要有审案判案的权力，也要加强
对他们的监督制约，把对司法权的法律监
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落实到位，保证法
官、检察官做到“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
明之事”，把司法权关进制度的笼子，让公平
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让老百姓看到实
实在在的改革成效。

习近平强调，问题是工作的导向，也是

改革的突破口。要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增强
改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党的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任务，都是看
准了的事情，都是必须改的，要坚定不移落
实到位。中央政法委和各牵头单位要规划
好各项改革出台的时机、方式、节奏，不断推
出一批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中央政法单
位要带好头，无论是制度、方案的设计，还是
配套措施的推出，都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出发，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各
地区各部门要大力支持司法体制改革，抓好
工作任务落实。对已经出台的改革举措，要
加强改革效果评估，及时总结经验，注意发
现和解决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要
下功夫凝聚共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司法体制改革成效要由人民评判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
的若干意见》近日出台,标志着新一轮
电改大幕开启。业已走过十年历程的
电力体制改革,为何要“再出发”?改革
方向是什么?又会如何影响电力和相
关行业?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电改为何再启?
2002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电力体

制改革方案》，决定对电力工业实施市
场化改革。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历程，
电力行业破除了独家办电的体制束
缚,初步形成了电力市场主体多元化
竞争格局。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王禹民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电力体制改革的重
点就是要解决五个问题:一是要还原电
力商品属性,形成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
制,以价格信号引导资源有效开发和合
理利用。二是要构建电力市场体系,促
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三是要支持清洁能源发展,促进能源结

构优化。四是要逐步打破垄断,有序放
开竞争性业务,调动社会投资特别是民
间资本积极性,促进市场主体多元化。
五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
加强电力统筹规划。

谁从电改中受益?
改革必然触碰利益，电改也将深刻

影响电力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
首当其冲的是电网。根据此次改

革方案，电网将不再以上网电价和销
售电价价差作为收入来源,而是按照
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收取过网费。

电改对于电力产业链上下游也将
产生利好。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巡视员
王强分析,发电企业可以通过降低成
本、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增强竞争力，
争取更多的发电量和收入利润；电力用
户更加便利，工业和商业电力用户拥有
自主选择权，增强了市场中的议价能
力，用户权益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电力体制改革再出发
——聚焦新一轮电改

向户籍“错、重、假”亮剑
——公安部回应户口登记清理整顿热点问题

随着近年“房哥房姐们”的出现，一人多个户口引发了

社会对户口登记管理的关注，这里虽有其不可避免的历史

原因，但也不乏人情、特权、利益的因素。对此，公安部副部

长黄明接受记者采访。

截至目前，全国公民身份号码重号人
数已由 2009年的 168万人减至 486人。这
近168万人的身份证，公安民警都是一位一
位当面道歉、核实、修改重新办理，我认为
这足以说明公安部门这次清理整顿户口登
记的决心。2014年以来，清理注销重复户
口和应销未销户口 250万个。同时大力加

强技术监管手段应用，目前全国已有 30个
省区市建成省级人像比对系统，通过比对
技术共发现清理重复户口 58.7 万个，占总
数的 40.85％。力争再通过一年多的艰苦
努力，至2016年底，做到全国每位公民只有
一个户口、一个公民身份号码，实现全国户
口和公民身份号码唯一性的目标。

形成户口登记管理“错、重、假”问题
的原因复杂，既有长期手工操作、分散管
理造成的历史原因，又有受人情社会、特
权思想影响的社会因素，还有受利益驱
动、内外勾结导致的不法行为。但经过
一年来的清理整顿，过去利用特权和关
系办理多个户口的大环境已经不复存

在，现在全社会齐心协力打击假户口的
大气候已经形成，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
个户口、一个公民身份号码的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现在整个社会风气大变，不
仅没有人再敢炫耀有多个户口、身份证，
而且谁被揭发出有多个户口、身份证的，
就会立即成为过街老鼠，立即受到查处。

“错、重、假”与特权利益分不开？问题22

从查处的大量腐败案件可以看出，一
个人拥有多个户口、身份证，往往与特权、
腐败、违法违纪等问题密切相关。去年以
来，共依法依纪处理民警 176人、辅助警务
人员 5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 64人。2014
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办伪造买卖户
口案件 238起，对 31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公安部协调督导安徽、江西、
河南、四川、河北等地公安机关打掉内外勾
结犯罪团伙 27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152
人。这还不算完，公安部还明确规定，凡是
利用职务之便办理假户口、假身份证的一
律予以开除，凡是在办户口办证时刁难群

众经调查属实的一律停止执行职务，涉嫌
犯罪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坚持把清理整
顿与严格队伍管理相结合，严明法纪，严肃
责任追究，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针对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人身份证进
行违法犯罪的问题，公安部年底前将建立
丢失、被盗居民身份证信息管理系统，建立
与金融、电信、交通、铁路、民航等社会应用
部门和单位的联动机制，共同做好身份证
查验核查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丢失、被盗
身份证被不法分子冒用。今后，谁不依法
履行查验核查职责，谁就要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是否真能向“自己开刀”？问题33

清理整顿成效如何？

这是 3月 25日拍摄的黄河壶口瀑布“桃花汛”。受气温回暖和上游
融冰开河影响，位于山西吉县和陕西宜川县交界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
一年一度的“桃花汛”。壶口瀑布水流增大，形成百米壮观瀑布群，气
势磅礴。 新华社发

壶口瀑布迎“桃花汛”

问题11

3月 25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明光路街道全椒路社区，居民在
“中国梦”大鼓主题雕塑旁驻足。该社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
元素通过新颖的主题雕塑、景观造型等方式引入到社区的景观之中，
既美化了社区，又提升了文化氛围。 新华社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社区亮相合肥

新华社发

制图/王文齐

清理整顿户口登记管理
要做哪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