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成都 1 月 19 日电 2021
年1月19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
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秦光荣受
贿案，对被告人秦光荣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
五十万元；对秦光荣受贿所得财物及
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秦光荣当
庭表示服从判决，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3年至2014年
期间，被告人秦光荣利用担任中共云
南省委常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省
长、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
程承揽、股权转让、职务提拔调整等
方面谋取利益。2000年至 2018年

期间，秦光荣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89
万余元。2019年4月6日，秦光荣主
动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投案。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秦光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
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秦光荣
具有自首情节，受贿款物已全部追
缴，认罪悔罪，依法对其予以减轻处
罚。

秦光荣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
布的第一个投案自首的原省部级一
把手。国家监委对秦光荣提出了从
宽处罚的建议，检察机关对秦光荣构
成自首、可以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认
可。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秦光荣一审获刑7年

据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19 日电
（记者 梁书斌）因一起离婚案件，对
审理法官不满，哈尔滨市双城区的吴
德仁竟持刀将法官杀害。1月18日，
被告人吴德仁犯故意杀人罪，被黑龙
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认为，吴德仁因民事诉讼活
动而对人民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满，

其作案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社
会危害性极大，后果极其严重，应当
依法严惩，其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依法予
以赔偿。法院审理后当庭宣判，被告
人吴德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吴德仁赔
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
失共计人民币653108元。

黑龙江持刀杀害法官的被告人获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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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安蓓

2020年，我国经济在多重冲击下
实现稳定恢复，全年经济增长2.3%，经
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

2021年，经济稳定恢复态势能否延
续？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19日
召开的1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回
应。

让更多市场主体切实感受
经济恢复暖意

“2021年经济发展有挑战也有支
撑。我们有能力、有条件巩固经济稳定恢
复态势，实现‘十四五’发展良好开局。”国
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司长严鹏程说。

严鹏程分析了我国经济稳定恢复
的有利条件——

一是大国经济有韧性，经济总量突
破100万亿元，意味着更加雄厚的物质
基础和更大回旋余地，广大市场主体表
现出坚强的发展韧性。

二是宏观政策有支撑，兼顾当前和
长远、统筹宏观和微观，把握好政策时
度效，确保经济稳定恢复，不会出现“政
策悬崖”。

三是创新驱动增动力，科技创新取
得重大进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催生，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

四是改革开放激活力，持续推进健
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围绕构
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深化国内国际循环
战略联接。

五是国内需求有空间，围绕构建完
整内需体系等重点任务，抓紧谋划相关
政策、项目和工程，充分释放国内市场
巨大潜力。

严鹏程指出，当前经济稳定恢复还
面临一些挑战，一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生产经营还面临很多困难，市场
需求恢复还受到一些制约，全球经济形
势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密切跟踪市
场主体发展情况，及时采取更有针对性
的政策举措，让更多市场主体能够切实
感受到经济恢复的暖意。”他说。

宏观政策不会“急转弯”

“有一些声音认为，2021年政策要
全面退坡甚至是退出。这种说法并不
正确。”严鹏程说。

针对2021年宏观政策，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
可持续性。

“制定实施宏观政策的主要目的
之一，是确保经济能够平稳健康运
行。”严鹏程说，2021年宏观政策，肯定
会与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实际需要相
匹配，不会出现“急转弯”。下一步，将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继续按照

“六稳”“六保”要求，根据经济运行实
际情况，做好政策进退之间的平衡，应
对好各种不确定性。特别是考虑到一
些微观市场主体还将经历一段恢复期，
一些中小微企业刚刚“大病初愈”，有的
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宏观政策将保持
必要支持力度。

严鹏程说，有些临时性、救急性政
策不能作为“长久之计”，随着经济运行
逐步恢复常态，还是要在常态化政策环
境下，更多通过改革创新的办法，激发
市场主体内生动力，也为未来应对更加
复杂的局面留出政策空间。

鼓励汽车限购城市适当增加
号牌指标投放

严鹏程说，在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实
的同时，精准加力施策，进一步发挥好

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一是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消

费意愿，通过稳定促进就业、完善社保、
加大转移性支付、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等，稳步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和能力。

二是以高质量供给进一步提升传
统消费。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
费购买的规定，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
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鼓励限购城市
适当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三是把握时机顺应大势加快培育
新型消费。进一步培育零售新业态、

“互联网+医疗健康”、数字文旅、在线教
育、智能体育等新型消费。

四是创新培育消费区域增长极。
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结合城市
群、都市圈发展规划，布局建设若干国
家消费中心、区域消费中心和地方特色
消费中心。

五是积极拓展乡村消费。大力提
升电商、快递进农村综合水平和农产品
流通现代化水平，加快健全县乡村三级
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和快递物流配送体
系，推动农村产品和服务品牌化、标准
化、数字化、产业化改造。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今年有能力、有条件巩固经济稳定恢复态势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回应经济运行热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昆 王志

近日，承担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第
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的第三方机构，涉嫌
谎报核酸检测结果，引发广泛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从河北、山东多方
采访了解到，承担此次检测任务的济南
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还未对送检样
本进行检测时，相关业务员翟某某就已
谎报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给当地疫情
防控产生较大影响。

目前，涉事企业已被暂停检测业务，
翟某某已被警方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当中。此外，从18日起，隆尧县已
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涉及30多万
人，且全部选择公立医疗机构检测。

17日，邢台市政府通报，承担隆尧
县第二轮核酸检测任务的济南华曦医
学检验有限公司涉嫌谎报检测结果，隆
尧县新增2例确诊病例，1例无症状感
染者。当日，济南市公安、卫健等部门
立即对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展
开全面调查。

据济南市公安局介绍，济南华曦医

学检验有限公司隶属于山东核子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山东核子基因科技有限
公司是深圳核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翟某某系深圳核子基因
科技有限公司武汉蓝沙医学检验所业
务员，负责联系河北省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业务。

隆尧县县长王银明告诉记者，1月
12日至13日，隆尧县进行第二轮全员
核酸检测，检测任务委托济南华曦医学
检验有限公司下属的济南华曦医学检
验实验室承担。14日零时20分，翟某
某在样本尚未检测完成、未知已完成检
测数量和结果的情况下，向隆尧县卫健
部门反馈称，结果全部为阴性。记者从
隆尧县卫生健康局负责人提供的与翟
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看到，14日零时
20分，翟某某向该负责人表示核酸检测
结果“已全部出来了，阴性”。

隆尧县据此上报第二轮全员核酸
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16日上午，又报
告发现有阳性样本。

经济南、邢台两地公安部门共同调
查，据济南华曦医学检验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平原等人陈述，翟某某分别于12
日和13日将3万余管核酸检测样本通
过冷链运输分两批送至该公司进行检
测。14日，该公司开始对翟某某送检样
本进行检测。

经调查，15日晚发现1管样品核酸
检测呈阳性，王平原马上将结果通知翟
某某，要求其立即将阳性检测结果通报
委托单位。16日上午，王平原又将该样
本复查仍呈阳性的结果告知翟某某，并
再次询问翟某某通知委托方结果的落
实情况。翟某某告知王平原，其已于14
日告知河北委托方检测样本全部为阴
性。

17日，山东省卫生健康委、济南市
卫生健康监督所联合济南高新区监管
部门对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新冠
病毒样本接收、检验报告出具、医疗废
物处置情况进行联合检查。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专家现场实地考察、论证，去年2
月，济南市卫健委公布第一批开展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的第三方医学检验
机构名单，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实验室等
8家医学检验实验室在列，其日最高检
测能力为8000份。截至今年1月 16
日 ，该 实 验室完成核酸检测共计
423492人次。

目前，济南市卫健委已责令该实验
室暂停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业务，积极配
合公安等部门彻查是否存在违法行为，
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据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

谎报核酸检测结果 涉事企业被暂停业务
河北隆尧县启动30多万人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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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19 日电 （记者
安蓓）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赵辰昕19
日说，2020年，中欧班列持续保持逆势
增长和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全年开行
12406列，同比增长50%，首次突破“万
列”大关，是2016年开行量的7.3倍。

赵辰昕在当日召开的国家发展改
革委1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欧
班列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大力
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物，为稳定国际
供应链产业链、助力中欧共同抗疫发挥
了重要作用，跑出互利共赢“加速度”。
特别是下半年月开行量保持在1200列
上下，已连续10个月实现同比两位数

增长、8个月单月开行千列以上。
他介绍说，2020年，中欧班列重载

运输尤其是回程重载运输较大改善，综
合重箱率达98.4%，同比提高4.6个百
分点，其中回程重箱率提升显著，同比
提高9.3个百分点。全年中欧班列运输
货物货值达500亿美元，是2016年的
6.3倍，除电子产品、食品、木材、化工产
品等传统品类外，国际产业链重要中间

品运输需求迅猛增长。
赵辰昕说，2020年，中欧班列共运

送货物113.5万标箱，全面助力复工复
产，“生命通道”功能凸显。其中，防疫
物资939万件、7.6万吨。西安、义乌、武
汉等地创新开行中欧班列“防疫物资专
列”，得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国际
社会的普遍赞誉。

他说，中欧班列运营网络持续拓

展，大型枢纽初步形成。2020年，中欧
班列通达21个国家的92个城市，较上
年同期增加37个，增幅67%。西安、重
庆、成都等3个城市中欧班列年开行量
均超过2000列，合计占全国开行总量
的58%，班列运营开始由“点对点”向

“枢纽对枢纽”转变。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高。2020年，“数字口岸系统”上线
运行，口岸交接效率大幅提升。

增长50%！

2020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12406列

□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白田田

近日，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指挥
下，全国十余地铁路公安机关统一收
网，成功摧毁一个以“在火车上邀人打
牌”为主要手段的大型“杀猪牌”诈骗犯
罪集团。目前，该案已抓捕犯罪嫌疑人
67名，受害旅客或达1400余名。

犯罪嫌疑人如何将旅客诱入“杀
猪牌”陷阱？“杀猪牌”中“老千”如何
挖坑？春运回家路上，旅客为避免上
当受骗应注意哪些方面？新华社记
者为此走访了有关部门。

受害人半小时输光一月工资

2020年下半年起，多地火车站派出
所陆续接到乘客报警，称在卧铺列车上
有人邀约打“斗地主”赌博，受害人往往
先赢后输，在临近到站下车约半小时左
右快速输掉几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在广州打工的湖南衡阳人王先
生称，自己乘卧铺火车回老家期间，
有名陌生男子来邀请他和同车的另
一名乘客一起打“斗地主”消磨时间。

王先生回忆说，刚开始牌局是输
赢 5元每局，自己手气不错赢了点
钱。很快，输的两人提议“加码”。据
王先生说，“加码”后自己手气仍非常
好，这让他彻底放松了警惕。当列车
临近衡阳，王先生即将下车时，手握3
个“炸弹”的他，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谁知两名对手却有5个“炸弹”，王先
生兜里的4000元工资输得只剩下几
十元，只得悻悻下车。

2020年底，家住湖南长沙的龙先
生乘坐K1376次列车出游。车上一
名陌生男子和他拉了几句家常后便
邀请他打牌“娱乐”。龙先生的牌面

“顺风顺水”令他很快同意牌友的“加

码”建议。没想到他很快“转胜为
败”，身上带的旅游费用也输掉近半。

手势、暗语等圈套防不胜防

专案组调查发现，“杀猪牌”骗局
背后是一个多达60余人的诈骗团伙。
他们流窜在全国各地火车上，涉案金额
达340余万元。民警告诉记者，嫌疑人
有一套专门针对“旅客”的话术。

记者还了解到，嫌疑人会利用洗
牌、记牌、发牌等手法，加上打手势、
说暗语等方式控制牌面，实施诈骗。

做牌:所谓“做牌”，就是犯罪分
子采用在洗牌、抽牌、出牌过程中换
牌、套牌等手段，按自己的需要将手
牌发给同伙或对手，从而控制整个牌
局输赢。暗语:记者从一名嫌疑人处
得知，他们一般说“出牌”，就是要同
伴出单张；说“打牌”就是要同伴出对
子；说“好牌”就是要同伴出三张的；

“点”则是要出炸弹，“松”是不要的意
思。手势:犯罪分子还会趁受害人不
注意时以秘密手势传递信息。

警方提醒：切勿参与、避免被骗

办案民警发现，仅2020年上半
年，该团伙乘车轨迹遍布全国铁路
505个区间，涉及车次达689趟次，作
案范围广。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指挥
下，广州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协调
联系哈尔滨、北京、成都、济南等11个
铁路公安局的17个公安处共同开展
走访调查工作。截至2021年1月13
日，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7名。

春运将至，警方提醒广大旅客，
乘坐火车出行时切勿参与任何赌博
活动，如发现上当受骗，应及时报案。

（据新华社长沙1月19日电）

春运火车上有人约你干这事，可千万别答应
——“杀猪牌”诈骗案透视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据19
日河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介绍，19日0-10时，河北省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5例，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1例。吉林省卫健委19日通报，18
日吉林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3例。另
据记者从黑龙江省卫健委获悉，18日黑
龙江省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3例。

据介绍，18日开始，河北省南宫市、
新乐市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目前全省共
有高风险地区3个，分别是藁城区全
域、新乐市全域、南宫市全域；共有中风
险地区36个，其中石家庄市34个、廊坊

市1个、邢台市1个。此外，石家庄市将
实施居家防疫至1月19日24时。从1
月20日起，组织开展新一轮核酸检测，
3天内完成，核酸检测期间继续居家防
疫。

吉林省卫健委19日通报，18日吉
林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3例，其中36
例系由此前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自2021年 1月 18日 23时
起，将通化市东昌区全域调整为中风险
地区。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19日通报，18
日北京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和1例无症状感染者。北京19日
发布关于严防境内外疫情输入风险有
关措施，中高风险地区及全域实行封闭

管理的人员，原则上严格控制进京。
新华社长春 1 月 20 日电 （记者

高楠）20日，吉林省通化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根据国务院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
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自
2021年1月20日1时起，将通化市东昌
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吉林18日新增本地确诊病例43例
河北高风险地区调整为3个

据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 记者
19日从山东笏山金矿事故应急救援
指挥部获悉，已发现的被困人员状态
良好。目前现场共有10个救援钻孔，
其中2个已经废弃。

3号钻孔17日打通后，承担与井
下“五中段”联络并输送给养的作用。
19日7时31分，经监护人员与井下通
电话确认，已发现的被困人员状态良
好。在此前已向井下提供给养后，19
日9时2分，又投放营养液55瓶、小米
粥13瓶、益生菌1瓶、温度计1支，同
时投送了保温毯、留言纸和湿巾等物
品。

井筒和10号钻孔被作为生命救
援通道供被困人员逃生。目前，井筒
清障存在较大困难，在距井口350米
处，遇到严重堵点，供风排水管路、供
电通信线缆等相互交织叠加在一起。
井筒内施工空间窄、吊笼断面小，清
障施工难度极大。10号钻孔作为救
援逃生通道，正在平整场地，争取尽快
开钻。

据新华社济南1月19日电 （记
者 陈灏 张武岳）山东栖霞笏山金
矿事故救援进入第10天。记者19日
上午在救援现场了解到，在得到物资补
给后，11名已取得联系的被困人员健康
状况出现好转。同时，井筒清障作业方
式转变后，清理效率得到很大提升。

事故医疗救治组副组长、烟台毓
璜顶医院副院长宋西成介绍，19日上
午，救援人员第四次通过17日贯通的
3号救生孔，向“五中段”被困人员投
放营养液。从井下反馈来看，被困人
员健康状况出现好转。此前有两人体
力不支甚至出现昏迷，现在已经可以
站起来走路；一人头部受外伤，在救援
人员投放医用物品后已经得到包扎。

“他们说，想吃咸菜、火腿肠，想喝
小米粥。”宋西成说，当天上午，医疗组
除营养液外，还向井下投放了小米油
（粥糊）、体温计和保温毯。为增强被
困人员的信心，事故救援指挥部安排
了心理疏导专家，对被困人员进行心
理疏导。

山东笏山金矿事故救援情况：

11名被困人员状况好转 想吃咸菜小米粥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川支公司何埂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何啸 机构编码：000002500118007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何埂老街284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丰乐村根棚村民小组80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2160 联系电话：023-49501601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

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经分公司授
权，可以从事部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发证日期：2020年12月21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永川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1月19日，工人在石家庄黄庄公寓
集中隔离场所工地施工（无人机照片）。

当日，石家庄黄庄公寓集中隔离场
所将有606套隔离房和配套设施交付，
按计划20日将再交付 1173 套，总量达
到 1779 套。其它各项工程也在抓紧
往前赶。据介绍，项目选址在正定和
藁城交界的黄庄村南，实际占地 658
亩，建筑规模从初定的 3000 套增加到
4156套。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石家庄黄庄公寓
首批606套隔离房交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