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丹东市原副
市长刘胜军、丹东市政协

原副主席杨乃文、凤城市委原书记高
峻，为宋琦、宋鹏涉黑组织充当“保护
伞”问题。宋氏兄弟涉黑组织长期盘
踞、垄断丹东东港海陆市场，涉嫌故意
杀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
罪名，长期称霸一方、欺压群众，严重破
坏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2008 年
至2017年，刘胜军、杨乃文在担任东港
市市长、市委书记，高峻在担任东港市
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凤城市市长、
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明知宋氏兄弟团
伙从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仍收受
二人贿赂，在工程承揽、返还土地出让
金等方面提供帮助；纵容支持该团伙
使用暴力手段威胁、打击竞争对手，并
出面调解有关事件。东港市区的市
政、房屋、水利等 3 类工程项目，宋氏
兄弟名下公司获得项目占总量的四分
之一，宋氏兄弟分别连续当选市县两
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刘胜军、杨乃
文、高峻还存在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均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判
处有期徒刑。

浙江省公安厅治安
总队原总队长阮文广、杭

州市公安局党委原副书记朱伟静等人
为虞关荣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虞关荣涉黑组织长期盘踞在杭州
市滨江区，采取“以商养黑”“以黑护
商”的方式，非法垄断当地土方工程项
目，攫取巨额利益。2005 年至 2018

年，阮文广、朱伟静明知虞关荣有涉黑
涉赌背景，仍长期出入其会所，带领下
属与其吃喝，为其充当“门面”，放弃查
禁职责，包庇纵容该组织违法犯罪活
动。杭州市高新区党工委（滨江区委）
原副书记、政法委原书记王慎非，对涉及
虞关荣的问题举报避而不查，反而以通
风报信、出谋划策等方式帮助其逃避打
击。阮文广、朱伟静、王慎非还存在其他
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
关依法审查起诉。

湖南省益阳市委原副
秘书长邓宗祥等人为夏顺

安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及有关职能
部门失职失责问题。夏顺安涉黑组织
长期在洞庭湖区违法修建矮围，采取威
胁恐吓、强占渔船等方式欺压百姓、称
霸一方，通过实施有组织违法犯罪，攫
取巨额非法利益。2009 年至 2016 年，
邓宗祥在担任沅江市市长、市委书记期
间，收受夏顺安贿赂，帮助其当选省人
大代表，对省委省政府多次关于整治下
塞湖矮围的部署置若罔闻，为该组织充
当“保护伞”。2009 年至 2011 年，沅江
市交通运输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正良
在担任漉湖芦苇场党委书记、场长期
间，收受夏顺安贿赂，违规签订承包合
同，为该组织长期侵占洞庭湖湿地提供
支持和便利。邓宗祥、王正良还存在其
他违纪违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
除公职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畜牧水产事务

中心（原省畜牧水产局）、省水利厅、省
林业局（原省林业厅）等部门和益阳、岳
阳两地市县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因履
职不力、执法监管缺位被问责追责，103
人受到相应处理。

江苏省沛县原副县
长、公安局长曹为民为张

光明等多个涉黑组织充当“保护伞”问
题。曹为民在担任徐州市公安局云龙
湖景区分局局长、沛县公安局长期间，
与张光明、王在清等多个从事黄赌毒违
法犯罪活动的涉黑组织头目称兄道弟、
沆瀣一气，收受贿赂，插手干预有关案
件查办，多次提前向涉黑组织头目通风
报信，帮助相关涉黑组织及其成员逃避
查禁打击。曹为民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
查起诉。

广东省清远市水务局
水政监察支队原支队长李

耀斌、尹冬清为陈志辉、陈献金涉黑组
织充当“保护伞”问题。20世纪90年代
以来，陈志辉、陈献金涉黑组织盘踞在
清远市清城区龙塘镇大沙塘村，实施敲
诈勒索、寻衅滋事等众多违法犯罪活
动，非法垄断北江干流清远河段的河砂
开采，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李耀斌、尹
冬清收受贿赂，长期包庇、纵容该犯罪
团伙非法盗采河砂、暴力排挤他人，在
上级有关部门执法检查前为其通风报
信，对其组织盗采河砂人员降格处理，

致使该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国家矿产资
源遭受严重破坏，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李耀斌、尹冬清还存在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
审查起诉。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
鹿楼乡小庄村原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李含富组织、领导黑社
会性质组织案件及背后的“保护伞”问
题。1995 年至 2018 年，李含富操控破
坏选举，长期把持村级政权，将数十名
组织成员或家属违规发展为党员，严重
破坏基层党组织建设；通过强揽工程、
强收管理费等，非法控制小庄村及周边
建筑行业；纠集组织成员，暴力勒索企
业或个体经营户钱财，辱骂殴打村民、
入室打砸，多名被害人不敢报警、长期
外出躲避，群众称其为“南霸天”；拉拢
腐蚀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违规获取多项
政治荣誉。2000 年至 2016 年，鹤壁市
鹤山区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游
国庆在担任鹿楼乡乡长、党委书记及鹤
山区委常委等职务期间，违规帮助李含
富长期把持基层政权、获取各类政治荣
誉、干预刑事案件查处。1994 年至
2010 年，鹤壁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刘
希宽干预涉及该组织成员的多起刑事
案件处理。李含富被开除党籍，其涉嫌
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游国
庆、刘希宽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
法审查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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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日前，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6起涉黑
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从曝光的6起典型案例看，充当
“保护伞”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
明知对方是涉黑组织或系其成员，有的
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违规干预司
法活动，包庇犯罪分子逃避查禁打击、
减免刑事处罚；有的不依法履行职责，
对违法犯罪行为放任纵容；有的利用手
中审批监管权力，帮助谋取不法经济利
益，导致有关涉黑组织不断坐大成势、
日益嚣张猖獗。更有甚者，有的公职人
员直接下场参与涉黑犯罪，欺压群众，
为非作恶。这些“保护伞”及涉黑腐败
分子站在群众对立面、“护黑不护民”，

利令智昏、为虎傅翼，是严重脱离群众、
轻视群众、漠视群众疾苦，甚至祸害群
众的典型。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
要深刻汲取教训，保持高度警醒，切实
引以为戒。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指
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处于“深挖根
治”的关键阶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初心使命，
站稳群众立场，立足纪检监察机关职
责定位，着力强化斗争精神，坚决扛起
政治责任，在党委领导下，配合政法
委，集中攻坚、重点突破，以雷霆手段
摧毁黑恶势力“保护伞”“关系网”，净

化不良政治生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不断向基层延伸。当前，要以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
深入推进对黄赌毒和黑恶势力听之任
之、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容、充当“保
护伞”问题的专项整治，真刀真枪解决
突出问题。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强
调，要持续加大查处力度，对已侦破的
涉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按照“存量
清零”的要求，逐案过筛；紧盯黑恶势力
渗透基层政权，紧盯黑恶势力涉及重点
行业领域的违规经营活动，紧盯黑恶势
力被降格或免予处罚的暴力犯罪事件，
深挖彻查。要与政法机关同向发力，充
分运用好问题线索快速移送反馈机制

的作用，及时通报会商，强化协同办案，
形成强大的攻坚合力。要精准把握政
策界限，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依规依纪依法查处涉黑涉恶腐败
和“保护伞”。要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结合起来，坚决纠正和查处专项斗
争中地方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空泛表
态、敷衍塞责以及日常履职不力、疏于
监管等问题。要坚持打防并举，督促认
真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整改要求，通
过开展监督检查、提出纪检监察建议，
推动有关行业领域提升治理水平、完善
法律制度，标本兼治，正本清源，进一步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推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6起典型案例具体如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
六起涉黑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王茜）记者9日从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为督促各地区为民
营企业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中央依
法治国办日前部署开展“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察，
各省将在10月中下旬组织开展此项督
察。

据介绍，中央依法治国办决定，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依法治省（区、市）
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对
本省（区、市）内的各市（地、州、盟）营造
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情
况开展督察。

据了解，此次督察分为组织筹备、
实地督察、形成督察报告和反馈整改等
四个阶段，12月底前结束。各地依法
治省（区、市）办将按照中央依法治国办

的部署，组成督察组，通过到民营企业
实地走访，个别谈话，评阅案卷，暗访调
查，深入群众和基层执法司法机关听取
意见等多种方式，全面了解本地区在营
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
方面的工作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研究提
出整改意见。

督察将紧紧围绕加快有关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工作、为民营企
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情况，全面提升
政务服务水平、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积
极条件的情况，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
执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情况，发挥
司法机关职能作用、保障民营企业健康
发展的情况，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
公共法律服务的情况等方面开展督
察。中央依法治国办将对重点省份开
展督察情况进行督导。

中央依法治国办部署开展“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发展”专项督察

10月8日，在土耳其阿克恰卡莱附近，土耳其军队向土叙边境进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9 日电
（记者 和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
院9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授予来自美国的科学家约翰·古迪纳
夫、斯坦利·惠廷厄姆和日本科学家吉
野彰，以表彰他们在锂离子电池研发领
域作出的贡献。

据诺贝尔化学奖评选委员会介绍，
轻巧、可充电且能量强大的锂离子电池
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应用于手机、笔记本
电脑、电动汽车等各种产品，并可以储

存来自太阳能和风能的大量能量，从而
使无化石燃料社会成为可能。

上世纪70年代，惠廷厄姆发现了
一种能量丰富的材料，这种由二硫化钛
制成的材料可以嵌入锂离子，所以可被
用作锂电池中的阴极。古迪纳夫推测，
如果用金属氧化物来替代金属硫化物
制造阴极，电池将具有更大的潜力。经
过系统研究，他在1980年证明了嵌入
锂离子的氧化钴可以产生4伏的电压。

在古迪纳夫研制出的阴极基础上，

吉野彰1985年开发出了首个接近商用
的锂离子电池。他并未使用活泼的金
属锂做阳极，而是使用了焦炭，这种碳
材料可以像氧化钴一样提供容纳锂离
子的空间。锂离子在阴阳极之间运动
产生电流。

一个轻巧耐用、在性能下降前可充
放电数百次的电池由此产生。自1991
年首次进入市场，锂离子电池彻底改变
了人们的生活。这种电池奠定了无线、
无化石燃料社会的基础，对人类具有极

大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科学家均已

70岁以上。其中，1922年出生、现任
教于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的
古迪纳夫已97岁，打破了诺贝尔奖获
得者的最大年龄纪录。三人中年龄最
小的日本旭化成公司名誉研究员吉野
彰今年也已71岁。

吉野彰在发布会的电话连线中说，
“好奇心是驱使我开展研究的动力”，
气候变化是当今非常严峻的挑战，锂
离子电池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大
帮助。

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奖金共900万
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将由三名
获奖科学家平分。

三名科学家分享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

新华社北京 10 月 9 日电 （记者
朱超）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日表示，美
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丝毫动摇不了
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
护社会发展稳定的坚定意志，完全是徒
劳的。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继
美商务部宣布以所谓涉疆人权问题为
由对28个中国实体实施出口限制之
后，美国务院宣布将对“拘留”或“虐待”
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负有责任的
中国党政官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限
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已就美方以所谓涉疆
人权问题为借口将28个中国实体列入
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向美方提出严
正交涉，并表明严正立场。我愿再次强
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
无权干涉。新疆也根本不存在美方指
称的所谓人权问题。无论美方以何种
借口在涉疆问题上对中方实体和人员

实施何种限制，都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都坚
决反对。

耿爽说，必须指出，新疆采取的反
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预
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完全符
合中国法律，也符合国际实践。这些举
措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
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作出了积极贡
献。美方罔顾事实，围绕涉疆问题对中
国大肆诬蔑抹黑，为干涉中国内政蓄意
制造借口，干扰新疆反恐努力，阻挠中
国稳定发展，只会让中国人民和国际社
会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险恶用心。这些
伎俩丝毫动摇不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
坚定意志，完全是徒劳的。

耿爽说，我们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
误，撤销有关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措施，坚
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外交部：

美方在涉疆问题上的伎俩完全是徒劳的

美国职业篮球俱乐部休斯敦火箭
队总经理莫雷最近在社交媒体上表达
涉中国香港错误言论，激起中国民众以
及世界各地有良知人士的强烈不满。
而身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总裁
的萧华却以“言论自由”之名回应，支持
莫雷。

话语既出，哗然一片。
莫雷、萧华们以言论自由作为挡箭

牌，却在做着干涉别国内政、诱导损害
公共秩序、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NBA一方面在美国国内严格规避
着“言论自由”的禁区，另一方面却公然
发表和支持触碰他国政治底线的言
论。对内有禁区，对外无底线，这是典
型的双重标准。

2014年，时任NBA快船队老板的
斯特林在通话中被窃听到涉及种族歧
视内容，仅仅四天后萧华便宣布对斯特
林处以终生禁赛及罚款250万美元，并

最终逼迫其卖掉球队。可见，美国并没
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事实上，在美国，
性别、种族、宗教歧视等都是不可触碰
的禁地，当然也包括危害公共秩序。

对同样口无遮拦发表错误言论的
斯特林和莫雷，萧华却采取了截然不同
的处理方式，让“双重标准”赤裸裸地呈
现在公众面前，也充分暴露了美国一些
人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

不仅是美国，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言
论自由都有底线和边界。言论自由的权
利需要建立在尊重别国主权、不干涉他
国内政、反对暴力、维护公众安全和秩序
的基础上。任何逾越这些底线和边界的
言论，都不属于言论自由的保护范畴。

在涉及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的原
则问题上，在事关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
问题上，美国篮球界个别人士持错误言
论和立场，性质恶劣，后果严重。

希望美国篮球界个别人士早日认
识到错误的严重性，珍惜NBA与中国
民众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用实际
行动改正错误，还体育一个纯洁的空
间。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双重标准要不得
□新华社记者

新华时评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9〕14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10月10日9时—2019年10月16日16时。10月17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
买须知等资料。公告期满，同日申请购买总面积大于可交易总面积，且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拍卖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同日申请购买
总面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s://www.ccle.cn/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永平门街14号·金融城2号T3塔楼8楼，联系电话：63836045、63832367（FAX），联系人：王先生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9年10月10日

备注：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公告批次

19014（总第107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114812

亩

1672.218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301

万元/亩

20.0667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原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
弹子石营业部

现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
茶园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黄舸
机构编码：000002500108800
成立时期：1997年01月07日
邮政编码：401336
联系电话：023-62929808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

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
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25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名称变更公告
“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段”建设项目位于南

岸区茶园组团B分区（B43-1/03地块）。由保利
（重庆）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现建设单位对消
防车道、景观步道、梯步、增设景观亭和儿童活动
中心等景观布局进行了调整。重庆市南岸区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将于2019年10月14日－10月
20日在“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段”建设项目现场
和售楼部对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告知听证权利。
具体内容请到“保利堂悦B一期一标段”建设项
目现场和售楼部查看。

联系人：程媛 联系电话：62605118
2019年10月9日

公 告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国家
反恐办对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将中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公安局等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
体清单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敦促
美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有关错误决
定，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国家反恐办指出，中国新疆地区长
期以来面临严峻的恐怖主义威胁，新疆
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
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
生，完全符合中国法律、符合国际实
践。新疆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严厉
打击恐怖活动和极端主义犯罪，有效遏
制了恐怖活动多发频发势头，有力维护
了新疆社会稳定和各族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得到了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
广泛支持，也为国际反恐事业做出了重
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
目前，新疆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

定，民生不断改善，文化空前繁荣，宗教
和睦和顺，各族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安全感大幅提升。

国家反恐办指出，新疆事务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新疆根本
不存在美方指称的所谓人权问题。美
方的制裁行为，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严重损害中美两国执法合作交流
关系，充分暴露美方在反恐问题上的

“双重标准”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目
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是人类社会的
共同敌人，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
的共同责任。我们奉劝美方停止纵容
支持“东突”暴恐势力，以免最终损害美
方自身利益。我们强烈要求美方立即
撤销有关错误决定，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定有力的举措，
依法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坚
决维护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国家反恐办强烈谴责美将新疆公安机关等
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据新华社安卡拉10月9日电 （记
者 郑思远 施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
安9日宣布，土耳其武装部队当天对叙
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发动
军事行动。叙利亚媒体说，叙东北部哈
塞克省遭到土耳其军队的炮击。

埃尔多安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
说，土耳其武装部队与“叙利亚国民军”
一起在叙北部发动了代号为“和平之
泉”的军事行动，以打击库尔德工人党
武装、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以
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埃尔多安表示，行动旨在“防止在
土耳其南部边境建立恐怖走廊，为该地
区带来和平”。他强调，土耳其将维护
叙利亚的领土完整，并将把当地居民从
恐怖分子手中解放出来。

另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9日报道，
土耳其军队当天向叙哈塞克省北部地

区发起军事行动，土军对该省拉斯艾因
市叙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
军”目标发动密集炮击，造成当地基础
设施损毁，大量民众出逃。报道说，炮
击行动在一小时内即扩大至叙北部拉
卡省的艾因伊萨市。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9日说，
俄总统普京当天应约与埃尔多安通
电话，呼吁土方仔细权衡，不要让军
事行动损害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
所做的共同努力。普京说，保证叙利
亚统一和领土完整、尊重其主权有重
要意义。

埃尔多安5日表示，土耳其将于近
日发起军事行动，以肃清在叙边境地区
活动的库尔德武装，并将在叙境内设立

“安全区”。美国白宫6日表示，美军方
对土耳其即将进入叙北部展开军事行
动“不支持、不参与”，美军会撤出相关

区域。
今年8月，美土同意在叙利亚东北

部建立一个“安全区”，隔离土边境和叙
东北部的库尔德武装力量，但两国在

“安全区”范围和管理等问题上迟迟无
法达成一致，导致该计划进展缓慢。叙
利亚认为美土在叙设立“安全区”侵犯
叙主权和领土完整。

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
发动军事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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