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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电子化

群众办理完成车辆登记、检验
业务后，可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服务管理平台或“交管12123”手
机APP查看、下载检验标志电子凭
证，车辆不需要再粘贴纸质检验标
志，公安交管部门不以未放置检验
标志为由处罚。在汽车租赁、抵押、
交易、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领域，当
事人、企业可以使用手机APP读取
检验标志电子凭证信息，便利群众
办事，服务企业发展。2020年3月
1日起，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哈
尔滨、南京、杭州、宁波、济南、株洲、
深圳、海口、成都、贵阳、玉溪、乌鲁
木齐等16个城市先行试点。

试点接受教育
减免交通违法记分

对符合规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
人，参加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
的交通安全教育学习、考试或者交通
安全公益活动达到相关要求的，减免
最高不超过六分交通违法记分，发挥

记分制度教育引导、鼓励守法的正向
激励作用。2020年3月1日起，在湖
北、广东深圳等地先行试点。

试点提供交通事故
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深化“互联网+交管服务”，对
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较大财产损
失，公安交管部门适用一般程序处
理交通事故的，事故当事人各方可
以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平台、“交管12123”手机APP查
询案件受理、扣留扣押、调查取证、
检验鉴定、损害赔偿调解等事故处
理进度，以及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复核结论等事故处理结果。2020年
3月1日起，在上海、江苏、山东、广
东、重庆、四川6个省（市）先行试点。

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
处理简捷快办

在部分省市试点基础上，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行租赁车交通违法
处理简捷快办，承租人可通过“交管
12123”手机APP网上查询、自助处
理承租期间发生的交通违法，避免

两地奔波；对承租驾驶人未及时接
受处理，经租赁企业申请并确认无
误的，将交通违法记录转移至承租
驾驶人名下，减轻租赁企业负担。
2020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全面推行小客车
转籍信息网上转递

在部分省市试点基础上，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行非营运小微型载
客汽车档案电子化网上转递，申请
人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车辆管理
所申请并办理机动车转籍，无需再
回迁出地验车、提取纸质档案。
2020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全面推行交通安全
导航提示服务

在部分省市试点基础上，在全
国范围内全面推行交通安全导航提
示服务，对交通事故、占掘路施工、
交通管制、公路事故多发点段等情
况，通过地图导航向交通参与者发
布交通安全预警提示信息。2020
年3月底前，全国全面实施。

据北京晚报

公安部推6项交管便民措施
3月起，江苏等6省（市）试点提供交通事故处理进度和结果网上查询

试点机动车检验标志电子化，全面推行小客车转籍信息网上转
递……1月14日记者在公安部发布会上获悉，公安交管部门推出6
项便民利企新措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郭林介绍，当天公布的6项
公安交管改革新措施，让老百姓生活更便捷，企业营商更便利。

晚报综合消息 1月13日晚，
央视播出反腐专题片《国家监察》第
二集，详细披露了金融领域一起影
响极其恶劣的案件——赖小民案。

赖小民，华融公司原党委书记、
董事长。他曾手握金融资源权力，
却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
融资产。

专案组在北京某小区发现了赖
小民藏匿赃款的一处房屋，里面有多
个保险柜，存放的现金达两个多亿。

赖小民为了逃避调查，要求行
贿人用现金交付，收钱后自己开车
来这处房子，亲手放到保险柜里，
路上还会特意多绕几圈，以防有人
跟踪。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
人之间，说到这处房子都是用暗
语，管它叫作“超市”。这2亿多现
金只是赖小民违法所得的一部
分。他还收受大量房产、名车、名
表、黄金、字画。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干部监督室

副主任陈清浦介绍，金融领域资金
密集、资源密集，一个融资就达到几
十亿，赖小民也知道自己的“价格”，
知道他能给人带来多大的好处。“有
时候老板买了好多房子，就张口跟
他要一套，老板都无所谓；或者我喜

欢开这种车，说留在我这吧，当时非
常麻木了。”赖小民回忆自己的索贿
行为时这样说。“一分钱都没有花，
都放在那里，最后组织上都收了。”
赖小民自述，受贿的2亿多元不敢
花、不敢用，提心吊胆。 据央视

赖小民2亿元“现金墙”曝光

新华社德黑兰电 据伊朗官
方通讯社14日报道，伊朗司法部
门已逮捕数名乌克兰客机事件相
关人员。

伊朗司法部门发言人伊斯梅
利当天上午召开发布会，表示专
家组正调查、审问相关人员及收
集相关文件，并已逮捕数人。

伊斯梅利表示，失事飞机的
黑匣子已被送往法国解密，伊朗
和乌克兰专家将全程参与。

伊朗总统鲁哈尼14日在伊
朗国家电视台的直播中要求伊朗
司法部门成立一个由高级法官和
十名专家组成的“特别法庭”，进

一步查明乌克兰客机事件原因。他
说：“客机坠机事件并不寻常，全世
界都在关注伊朗如何处理。”

同时，鲁哈尼对伊朗军方此前
“坦率承认错误”表示满意，并希望
调查结果能给所有人一个答案。

本月8日，乌克兰国际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从伊朗
首都德黑兰的霍梅尼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乌首都基辅，但起飞不久后坠
毁，机上167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
员无一生还。伊朗军方11日发表
声明说，客机被伊朗军方“非故意”
击落，事故系“人为错误”所致。

张栩 柳伟建

伊朗逮捕数名乌客机事件相关人员
据新华社北京电 最高人民检

察院14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
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白皮
书。白皮书显示，2019年长江经济
带11省市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
源犯罪案件批准逮捕4336件7084
人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4.39% 和
43.05%；提起公诉12504件22310
人，同比分别增长15.78%和20.26%。

其中，非法采矿罪占12.58%，
污染环境罪占6.88%，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占6.29%，非
法占用农用地罪占11.46%，滥伐林
木罪占22.15%，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占18.17%，上述6个罪名案件数占

总案件数的77.53%。
这是最高检首次发布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2019年，长江经济带
11省市检察机关按照最高检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工作部署，聚焦长
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主
动监督、智慧履职、铁面司法，紧密
结合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惩非法码
头、非法采砂等违法行为背后的黑恶
势力犯罪，坚决肃清源头，形成打击
生态环境领域违法犯罪高压态势。

白皮书还显示，2019年，长江
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还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检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
特殊作用，持续聚焦水、土壤污染防
治等重点、难点，着力解决水资源保

护、水污染防治和水生物多样性保
护问题；通过办理有影响、有震动的
公益诉讼案件，推动解决危害长江
生态环境顽疾。

白皮书指出，2019年，通过办
案共督促修复被污染、破坏违法占
用的林地、耕地、湿地、草原11.44
万亩，消除污染隐患、治理恢复被污
染水源地131.2万亩，整治造成污
染环境企业、养殖场等3426个。

“希望通过每年发布白皮书，对
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工
作进行全面及时的梳理审视，进一
步查问题、找根源、谋对策，实现长
江经济带检察工作创新发展。”专
家介绍说。 陈菲

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检察机关
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提起公诉2万多人

这是1月13日在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拍摄的中国农历庚子
鼠年特别版邮票版张海报。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日前发行中国农历庚
子鼠年特别版邮票版张，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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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
宣传部等20部门印发《关于加强
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其中指
出，将服现役期间荣获个人二等
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退役军
人名录载入地方志；对个人立功、
获得荣誉称号或勋章的现役军
人，给其家庭送喜报。据介绍，在
构建社会优待体系框架中，上述
《意见》涵盖了荣誉激励、生活、养
老、医疗、住房、教育、文化交通、其
他优待共8个方面，其中不乏针对
军人及其家属的优待创新举措。

如在荣誉激励方面，《意见》
明确，将服现役期间荣获个人二
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退役
军人名录载入地方志；对个人立
功、获得荣誉称号或勋章的现役
军人，给其家庭送喜报。

另在养老方面，《意见》要求
国家兴办的光荣院、优抚医院应
对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现役
军人的父母等优抚对象，优先服
务并减免相关费用。在医疗方
面，明确本地区医疗优待定点服
务机构，开通优先窗口，提供优先
服务；优抚医院为部分优抚对象
免收相关费用，提供优惠体检。

同时，在文化交通上，《意见》
指出，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和
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管理的名
胜古迹、景区等，要对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及其家属、“三属”按规
定提供减免门票等优待。现役、
残疾军人也可免费乘坐市内公共
汽车、电车和轨道交通工具；“三

属”乘坐境内运行的火车、轮船、客
运班车以及民航班机时，也可使用
优先通道。

从上述内容可看出，《意见》着
重强调了对荣获个人二等功以上奖
励军人的优待措施。就此，退役军
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曹俊解
释，这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
为了褒扬功臣、体现优待与贡献匹
配的原则；二是为激昂军心，鼓舞士
气，以此鼓励现役军人更加努力；三
是引领社会，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
雄，关爱功臣的良好氛围。

此外，《意见》中还提到，目前相
关部门正逐步完善优待证制度、明
确优待目录、完善奖惩措施。并将
为退役军人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
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统一制发
优待证，而这也是优抚对象享受相
应优待的有效证件。

优待证何时能送到优抚对象的
手中？曹俊介绍，这张优待证不仅
是一张卡片，优待目录清单中的内
容都将体现在证件上。“我们要实现
优待证能对不同优抚对象的身份进
行，让优抚对象能一卡在手走遍中
国，而研究解决终端识别技术问题正
是当下需要攻克的难题。”曹俊说。

据悉，《意见》中还要求，军地有
关部门要压实工作责任、严密组织
实施、强化教育引导：各地要列支相
关经费，对优惠项目予以补贴；要把
优待政策落实情况纳入年度工作绩
效考评范畴，双拥模范城(县)、模范
单位和个人评选的重要条件，作为
文明城市、文明单位评选和社会信
用评价的重要依据。 中新

获二等功以上将载入地方志

20部门联合发布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等优待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