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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3 月 22 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十
六届执行委员会第八
次全体会议在京召
开，会议选举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
东明为中华全国总工
会主席。

此前，中共中央决
定李建国同志不再兼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
席职务。在全总十六届
十六次主席团会议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
组织部部长陈希就有
关人事事项作了说明，
对李建国同志担任全
国总工会主席以来工
会工作取得的成绩给
予充分肯定。

李建国感谢五年
来各级工会和广大职
工对他工作的支持和
帮助。他表示，相信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英明领导
下，在王东明同志主
持下，新时代工会工
作一定能够展现新气
象新作为，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王东明在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后发

表讲话，高度评价了李建国同志为推进工运
事业和工会工作作出的贡献。他强调，各级工
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
开创新时代工会工作新局面。

全总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李玉赋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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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 版）比亚代表喀麦隆政府和人民
再次诚挚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国国家主席。比
亚表示，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喀中友
谊源远流长，经受了时间考验。中国长期以来
的友好帮助促进了喀麦隆经济社会发展，直
接造福了喀麦隆人民。喀方致力于加强喀中
战略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加大对喀投资，促进
喀工业、农业、能源、交通、社会住房、新技术
等发展。喀麦隆高度赞赏“一带一路”倡议，支
持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合作。中国对非政策
在非洲是广受欢迎的。喀麦隆坚定支持一个
中国政策。喀中两国都主张尊重各国主权、不
干涉内政，维护世界贸易规则，在国际事务中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立场。喀方愿密切同中
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交流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经济技术
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
作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比
亚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沈跃跃，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何立峰等参加。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中共中央纪委
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
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履行纪检监察职
责，加强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施情况
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改革中的违纪行为，以
严肃问责推动改革主体责任落实，保证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党的十九大对深化机构改革作出重要决
策部署，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
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
求，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
能力的提升，对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着体
制支撑和保障作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必须
提高政治站位，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
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通知指出，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着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要把推进深化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落实落地作为检验党性强
不强、“四个意识”牢不牢的重要实践。认真履
行党内监督专责机关职责，把加强对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作为一
项重要任务来抓，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督促
各地区各部门全面准确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要求和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确
保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通知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各级党委
(党组)领导下，会同有关职能部门，严肃查处
各项违反纪律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坚决查处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
变通、拖延改革等问题，确保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严格按照党中央部署有序实施。严明
组织纪律，严格请示报告制度，坚决查处擅自
行动、一哄而起，重大改革事项不及时报告等
问题，确保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在工作部署、
组织实施上有机衔接。严肃机构编制纪律，坚

决查处机构改革方案涉及的机构设置、人员
编制调整不按规定程序报批，擅自提高机构
规格、调整和增设内设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和
领导职数，在编制数据上弄虚作假，上级业务
主管部门违反规定干预下级机构设置和编制
配备等问题。严肃干部人事纪律，坚决查处违
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干部工作程序规定擅自
决定涉及人员分流、干部任免等重大事项，突
击进人、突击提拔和调整交流干部、突击评定
专业技术职称，拒不执行组织作出的机构调
整、职位变动和干部交流决定等问题。严肃财
经纪律，坚决查处漏报、瞒报、隐匿和违规处
置国有资产，造成国有资产流失，隐瞒、挪用
资金或虚列支出，转移套取资金，突击花钱、
巧立名目发放和私存私放钱物，以及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问题。严格保密纪律，坚决
查处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传播小道消息等问
题。对发现的违纪问题，不管涉及谁，不管涉
及多少人，都必须坚决查处，决不姑息迁就。

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牢牢抓

住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主体责任这个“牛
鼻子”，推动各级党委及其职能部门、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党组(党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
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深化党和
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顺利实施。中央纪委督促
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
地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同级党委职能部
门和政府职能部门党组(党委)切实担负起主
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坚决服从大局，
坚决落实改革任务，确保机构职能等按要求
及时调整到位。对失职失责、敷衍塞责的党组
织、党员领导干部严肃问责，对情节严重、造
成恶劣影响的从重处理，对该问责而不问责
的也要严肃问责，典型案例一律通报曝光，推
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带头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坚决完
成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
革的各项任务，勇做改革的先锋和表率。

中共中央纪委印发通知要求认真履行纪检监察职责

保证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顺利进行

▲ 3 月 22 日，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石政屯的农民在田间劳作。

时下，随着天气回暖，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加紧春耕春种，田野上到处可见农民繁忙劳作的身
影。 新华社发（吴耀荣摄）

春日耕作忙

时下正值春耕，“90 后”青年王超运
在河南省遂平县四处遥控植保无人机帮
种粮大户打药，他有个时髦的称谓：“绿
领”创客。

王超运是河南省宁陵县人，高中毕
业干过物流、做过销售，去年他到遂平县
加入河南省八佰家农业服务专业合作
社，花 11 万元购买了 2 台无人机，从事
无人机植保。

“绿领不同于城市白领、蓝领，我们是
从事现代农业的新型农民。”王超运说。

河南省八佰家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周建民介绍，2017 年以来，通过
该合作社共销售无人机 130 架，其中近
100 架销售给了像王超运这样的“90 后”

创业青年，农业正成为青年创业者的热
土。

今年，周建民通过公开招标接到 20
多万亩小麦春季植保订单，而这些订单

10 天内将全部由从事无人机植保的青年创
业者完成。

“植保是大田农业机械化最后的‘死角’，过
去手动喷雾器，喷洒 1 亩小麦要 20 分钟，现
在无人机植保，1 分钟轻松搞定。”王超运说。

周建民 1997 年大学毕业后办过工厂、搞
过运输，由于看到农业中巨大的服务业空间
便毅然转行。从农资直销平台做起，他通过运
用“互联网+”，快速发展为农业综合服务商。

除了农业服务领域，特色种植、休闲观光
农业正被越来越多“绿领”创客“深耕”。

在河南省平舆县辛店乡韩坡村，46 岁的
郭文刚回乡创业，种起了中药材，利用生长周
期不同，发展药材套种、麦药套种，“麦田变药
田”，1 亩收入 5000 元左右。

“现代农业讲求水、土、气”。郭文刚放弃
北京食材配送的生意，2015 年回到韩坡村流
转土地，同时做了两件事：一是治土，机械深
耕，施有机肥，恢复地力；二是改水，清理耕地

周边沟渠垃圾，保护水源。
“韩坡村尽管空气好，但农田沟渠却是

垃圾场，耕地因施用化肥，破坏了土壤结
构。要想发展绿色农业，要先从改良水、土、
气入手。”郭文刚说。

目前，郭文刚已流转耕地 1600 亩，在
水、土改良等方面已投资 500 多万元。

“市场需要啥种啥，我是村里第一个‘吃
螃蟹’种中药材的，现在带动 10 多户村民、
200 多亩耕地搞特色种植。”郭文刚说。

据平舆县农业技术协会会长贾高锋介
绍，3 年来，回到平舆县从事新型农业经营
的“绿领”创客就有 100 多人，从事特色种
植、农副产品加工、休闲观光农业等。

谈起未来，王超运看着空中作业的无
人机自信地说：“‘绿领’未来一定能在农村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记者林嵬、孙清清)
新华社郑州 3 月 22 日电

农田里来了“绿领”创客

据新华社广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胡林果、毛一竹)因逾期未
退消费者押金、资金账户管理不规范等系列问题，小鸣单车的经
营管理方——— 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广东省消费者委员
会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22日公开
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当庭宣判，悦骑公司向消费者退还押金，
并完整披露押金收支、使用、退还等相关信息，向公众赔礼道歉。

2017 年 12 月，广东省消委会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认为，悦骑公司未将消费者支
付的押金作专款专用，最终造成部分押金无法退还的事实，悦
骑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消委会为保护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
益而提出的公益诉讼请求合理，应结合实际予以支持。

法院当庭宣判，判处悦骑公司向消费者退还押金。在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收取而未退还的押金向小鸣单车运营地
的公证机关依法提存，完整披露押金收支、使用、退还等涉及消
费者押金安全的相关机制和流程等信息，并向公众赔礼道歉。

共享单车押金逾期未退

广州中院判决退钱道歉

▲ 3 月 21 日，福州市仓山区委交叉巡查组工作人员在仓
山区城门镇白云村低保户陈碧娇（左一）家中了解惠民资金发
放情况。2018 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采取上下联动、市县两级
循环交叉巡查的方式，就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扶贫惠民领域
腐败、涉黑腐败等问题展开全面细致巡查，打破了人情藩篱和
熟人关系的干扰。 新华社记者张国俊摄

福州：交叉巡查打破“熟人关系”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
白瀛、史竞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
门 22 日下发通知，进一步规范网络
视听节目传播秩序。通知要求，所有
节目网站不得制作、传播歪曲、恶
搞、丑化经典文艺作品的节目，不得
擅自对经典文艺作品、广播影视节
目、网络原创视听节目作重新剪辑、
重新配音、重配字幕，不得截取若干
节目片段拼接成新节目播出，不得
传播编辑后篡改原意产生歧义的作
品节目片段。

通知说，近期一些网络视听节
目制作、播出不规范的问题十分突
出，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还有
一些节目以非法网络视听平台及
相关非法视听产品作为冠名，为非
法视听内容在网上流传提供了渠
道。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新闻出版
广电部门严格管理包括网民上传
的类似重编节目，不给存在导向问
题、版权问题、内容问题的剪拼改
编视听节目提供传播渠道。对节目
版权方、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影视
制作机构投诉的此类节目，要立即
做下线处理。

通知要求，各视听节目网站播
出的片花、预告片所对应的节目必
须是合法的广播影视节目、网络原
创视听节目，未取得许可证的影视
剧、未备案的网络原创视听节目，
以及被广播影视行政部门通报或
处理过的广播影视节目、网络视听
节目，对应的片花、预告片也不得
播出，制作、播出的片花、预告片等
节目要坚持正确导向，不能断章取
义、恶搞炒作；不能做“标题党”，以
低俗创意吸引点击。不得出现包括
“未审核”版或“审核删节”版等不妥
内容。

通知要求，广播电视节目、网
络视听节目接受冠名、赞助等，要事先核验冠名或赞助方的
资质，不得与未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非法开
展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的机构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包括网络
直播、冠名、广告或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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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朱国亮)22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人民检察院对山东
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在禁渔期，利用“绝户
网”非法捕捞一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江苏检察机关 22 日在灌南县检察院就
此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连云港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李翔介绍，这一案件是中国海警
局 1 号督办案件，由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挂牌
督办，并指定灌南县人民检察院管辖。经审

查，检察机关指控荣成伟伯渔业及相关被告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据介绍，2017 年 5 月，荣成伟伯渔业有
限公司在禁渔期内，组织、指挥雇佣的捕捞人
员驾驶 6 对渔船，使用俗称“绝户网”的网具
在江苏所辖黄海海域捕捞鳀鱼、方氏云鳚等
水产品时，被江苏渔政部门现场查获，渔获物
净重达 12 . 8 万公斤。这是在江苏省海域近
10 年来破获的最大公司化、集团化非法捕捞

水产品案件。
2017 年 6 月 1 日，江苏海警支队对该案

立案侦查，进一步发现，在 2015 至 2017 年禁
渔期内，荣成伟伯渔业有限公司组织、指挥捕
捞人员使用禁用网具在山东、福建、浙江、江苏
等沿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 910余万公斤。

李翔介绍，其犯罪手段恶劣，使用危害最
大的双拖网作业，其网眼仅为 10mm，且加内
衬，远小于农业部规定的东海、黄海区域拖网

网囊最小网目尺寸 54mm 规定，可将近海水
面至水底的所有鱼种，包括 2-3mm 的小鱼
一网打尽。

在提起刑事诉讼的同时，灌南县检察院还
就此案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该公
司及 46名被告通过增殖放流、劳役代偿、建立
海洋牧场等方式，修复受损害的海洋生态环
境，或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 1 .3亿余元及损
害调查、评估费用，并在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山东荣成一渔业公司禁渔期在江苏黄海海域非法捕捞

检察机关起诉索赔 1 . 3 亿元修复生态
据新华社杭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陈晓波)浙江检察机关

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第一案——— 开化县人民检察院诉衢州瑞
力杰化工有限公司污染环境案，22 日由开化县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瑞力杰公司赔偿生态环境受损害期间的服务
功能损失费 18 . 17 万元，支付修复受损生态环境费用 124 万
余元并承担本案的鉴定评估检测费用。

经查，2005 年 8 月至 2006 年底，瑞力杰公司陆续将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有机硅胶裂解产生的废渣、废活性炭等工业固
废堆放、填埋于开化县华埠镇张家村(现新安村)的小龙坞山
坳中。2016 年底，开化县环保局发现这一情况后，责令该公司
将填埋的工业固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该公司虽采取相
应措施，但因堆放、填埋时间较久，对周边土壤、水体等生态环
境仍然造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

2017 年 12 月 7 日，开化县人民检察院对瑞力杰公司污
染环境一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2018 年 2 月 1 日，
开化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浙江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第一案：

一审判决化工企业承担

124 万元生态修复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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