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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将实行环评中介市场红黑名单制
新华社福州 12月 6日电 记
者从福建省生态环境厅获悉，福
建省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
环评审批服务助推两大协同发展
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意见明
确提出，将严格环评中介市场管
理，实行环评中介市场红黑名单
制，加大对失信环评机构和不良
环评工程师的处罚力度，形成“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机
制。

据了解，为有效疏通当前建
设项目环评审批方面的“堵点”，
意见从强化规划环评引导、简化
项目环评审批、推进审批服务标
准化、创新便民利企方式、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等5方面推出17项优
化改进措施。
为从源头控制污染总量，意
见提出强化环评宏观管理，推进
“三线一单”和规划环评，加快衔
接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社会广角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举行熄灯悼念仪式

12月6日，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大屠杀
幸存者照片墙上陈广顺、王秀
英、赵金华的照片灯箱在仪式中
熄灭，赵金华的女儿赵敏在母亲
遗像前哭悼。
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最近去世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秀英、赵金
华、陈广顺举行熄灯悼念仪式，
馆内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上王
秀英、赵金华、陈广顺三位老人
的照片灯箱在仪式中熄灭，纪念
馆工作人员及三位老人的亲属
等共同默哀、献花，进行悼念。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介绍，2018年已有
2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新华）

评文件，审批部门直接作出审批
决定。
为企业减负不意味对污染
放松监管。意见明确提出，强化
事中事后监管，守住生态环境底
线。“ 我们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
行政管理方式，加快构建全过程
管理体系，把更多的行政资源从
事前审批转到对事中、事后的监
管上，加快实现政府职能向‘强
监管’转变。”该负责人说。

进一步支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国家
发展改革委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 府6日签署《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
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
架设在天桥岭林业局新开林场 （以下简称《安排》
）。
的远红外相机两次拍摄到野生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东北虎视频。监测和鉴定显示， 这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在宪法
这只东北虎已在此定居3年。
天桥岭林业局新开林场动 和澳门基本法框架下签署的重要
有利于发挥澳门的独特优
保员、森保员近日入山采集两架 文件，
势，
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也有利
远红外相机的信息时，发现了两 于澳门通过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
段野生东北虎的视频影像，拍摄 提升自身竞争力，
培育发展新优
时间分别为2018年10月9日17
时22分和2018年10月9日19时
40分。视频里，山林幽暗，草木
摇曳，一只东北虎双目如炬，威
风凛凛地从镜头前走过。
“这只东北虎2015年离开俄
新
罗斯的出生地，进入到距离中俄
边境100多公里的天桥岭林区，
建
并且在该地及周边定居下来，成
为定居个体已经3年之久。”冯利
民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
福
点开展以来，保护力度不断加
大，我国境内的东北虎豹定居个
厦
体不断增多，种群呈现不断向中
国内陆扩散的趋势。 （新华）

新版《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
于出租汽车和车辆非法客运行
政处罚的裁量基准》（以下简称
《裁量基准》）已于近日施行。《裁
量基准》加强管理力度，明确出
租车驾驶员拒载或多收费两次
及以上等将被吊销运营资格证。
上海市交通委执法总队介
绍，以拒载行为为例，按照原《裁
量基准》规定，一经发现，驾驶员
将被处以暂停营业 15天，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若一年内再
次发生的，将被取消客运服务的
营运资格。出租汽车驾驶员从
业生涯中，只要被查证有拒载行
为两次的，即取消其客运服务的
营运资格。业内的行话来说，就
是“黄牌警告带终身”。同样的
修改还发生在多收费行为。新
版《裁量基准》规定发生多收费
两次及以上被查实的，不管金额
多少，也将直接被吊证。不再单
独按照多收费的金额多少来裁
量处罚种类。
（新华）

上马化工、造纸等污染行业，那
么这些污染企业便拿不到“准生
证”。
意见还明确，在已完成规划
环评的产业园区、自贸区、旅游
度假区、重大开发区，对规划中
包含的基础设施、民生工程以及
环境风险低、环境影响小的项
目，试行环评审批告知承诺制。
由建设单位作出书面承诺后，自
行公开承诺书和符合规定的环

《关于支持澳门全面参与和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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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
入清单，在“一张图”上明确生态
环境保护、污染物排放控制、环境
风险防控、资源开发利用等管控
要求。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有关负
责人说，区域规划环评要站在全
局高度统筹考虑，区域布局、产
业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
调。比如某个区域规划环评时，
明确规定流域上游地带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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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开拓发展新空间，实现更好发
展，对于促进澳门在国家改革开放
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支持
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具有重要
意义。
据介绍，《安排》聚焦金融合
作、经贸交流与合作、民心相通、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支持澳门
发挥资源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
提供投融资服务；支持澳门打造中
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金融服务
平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支持澳

门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
要的交通枢纽和贸易物流中心；支
持澳门参与区域贸易协定和其他
非主权性质的国际专业组织；促进
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中葡
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建设与“一带一
路”建设有机结合；支持澳门举办
高层次的“一带一路”建设主题论
坛和国际性展览；支持澳门打造多
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促进中华文
化传播交流；支持将澳门打造成为
中葡双语人才培养基地，助力“一

带一路”建设；支持澳门积极参与
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安
排》还设计了联席会议制度，作为
推动落实《安排》的协调对接平台。
签署仪式后，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务院港澳办、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召开支持澳门
全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联席会议制度，确定了工作机
制，为落实好《安排》提供了有效保
障。

国内视窗
我国将于今年年底
开通 10 条铁路新线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6日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我国将于今年年底开通10条铁路
新线，新增高铁营业里程约2500公里。
随着这批新线的开通，2019年1月5日0时
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 铁路客货
运输能力显著提升。
新线投入运营后，部分城市间旅客列车运行
时间进一步压缩。全国铁路主要货运通道能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将继续实施“六线六
区域”货运增量战略。六线即大秦线、张唐线、瓦
日线、侯月线、西合线、兰渝线；六区域即山西、陕
西、蒙西、新疆、沿海、沿江。
此外，铁路部门将进一步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和国际贸易需求，中欧班列开行数量由调图前
的65列增至68列，中亚班列由30列增至33列。

中国民航首条
对外空中大通道
正式启用
新华社大连12月6日电 中国民航首条对外
空中大通道——中韩空中大通道6日零时正式建
成启用。
作为渤海湾主要的空中国际干线，A326航路
是我国连接欧洲与日韩的重要空中走廊，也是亚
太地区航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单向
相对进出的运行模式导致航班拥堵状况日益突
出。
民航局空管局表示，中韩空中大通道新辟及
调整国内、国际航线6条，里程1100公里，调整城
市对班机航线455条。经评估，中韩大通道实施
后，渤海湾区域飞行容量将提升约45%，安全风
险将降低约42%。
目前我国骨干大通道建设工作稳步向前推
进，随着京津冀、沪哈大通道、中韩大通道空域优
化“三部曲”的相继实施，我国京津冀、山东半岛
及渤海湾地区主干通道已初步建设完成。

（上接一版）张宗云在致辞中表示，福建日报将继续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
旗帜，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全媒体矩阵，发出主流
声音，讲好福建故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最早实施对
外开放政策的省份，40年来，福建涌现出一大批改
革开放的重大典型，为全国改革开放历程贡献了福
建经验和福建智慧。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
步推进我省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建设“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今年5月，“改革开放
40周年‘福建影响力’案例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活
动自开展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报
名结束，共收到来自全省各地各级各部门推送的
218件案例。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对申报案例进行
初步筛选、在线推荐、最终评审后，共评定出五大方
12月6日，在新建福厦铁路第8标段厦门同安制梁场，工人在绑扎梁体钢筋。
面44个优秀案例。其中，重大试验改革案例15个、
当日，福建首条高速铁路——新建福厦铁路桥梁主体工程首孔箱梁顺利浇筑，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由下部结构向上部
政府职能转变案例4个、生态文明案例4个、民生工
结构有序推进。新建福厦铁路是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铁路正线全长277.42公里，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新华）
程案例13个、文化建设案例8个。
六个启示、五大关系，曾经的“高产穷县”探索
出全国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晋江经验”；电话报
警、网络治理，发端自漳州的110发展成人民警察为
人民的代名词；反弹琵琶、分类实施，红土地上的老
区县长汀书写出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治理典范；滴水
穿石、弱鸟先飞，八闽扶贫改革实践记录下摆脱贫
最高法确定首批“一站式”
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仲裁及调解机构
困的点点滴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省上下掀起
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快捷、
低成本纠纷解决服务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热潮……
在这些浓缩了福建改革开放40年艰苦探索、勇
于创新历史征程的案例中，
“首创”“探索”“创新”等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记者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 前调解、案件审理、执行、支持仲裁 入运行阶段。
高频词汇被屡屡提及；
“
为家乡自豪”
“为福建点赞”
6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法 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五家 解决纠纷等环节的工作程序等，细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 “获得感满满”等网友评价也是频频出现。
近日发布通知，确定首批纳入“一 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以及中国国际 化了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的职能 表示，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事
活动现场，专家委员会执行主任、福建日报社
站式”国际商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 贸易促进委员会调解中心、上海经 与组成，专家委员的任职条件、职 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各国际商 副总编辑潘贤强宣读本次案例征集总评审词。
制的国际商事仲裁及调解机构。 贸商事调解中心两家国际商事调 责与义务，专家委员会办公室的职 事仲裁机构、调解机构，应充分发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在即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 解机构。
责，专家委员调解和咨询机制，专 挥创造性和能动性，与国际商事法 年之际，
这些在改革开放历程中改革争先、创新发
于确定首批纳入“一站式”国际商
此外，最高法还发布了《最高 家委员的履职保障等。
庭、国际商事专家委员齐心协力， 展的福建经验、
福建模式，是对改革开放40周年的
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国际商 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
据最高法介绍，随着这些规范 开展相关工作，积极探索与尝试， 最好纪念，也是激发我们持续改革创新、
开放发展，
事仲裁及调解机构的通知》，这些 （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 性文件的施行，诉讼与仲裁、调解 使“一站式”机制发挥实效，为中外 特别是落实高质量赶超、加快新福建建设的蓬勃动
机构包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专家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规 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商事纠 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便利、快 力。
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上海国 定了国际商事法庭受理、送达、审 纷多元化解决平台已正式落成，进 捷、低成本的纠纷解决服务。
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在活动现场还举行了
海峡（东南网）传媒智库平台启动仪式。据了解，这
也是福建省成立的首个权威传媒智库平台。
10 月来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取得进展
该智库平台由报业集团旗下东南网自主建设，
集舆情大数据、新媒体研究、知识产权保护和新闻
研究为一体，旨在适应新媒体传播变化，提供科学
国税总局重申：
自查自纠补缴税款不予罚款
化、数据化研究成果。平台集聚了一批多学科、多
领域的人才，形成较强的决策咨询研究力量。同时
新华社北京 12月 6日电 日 收秩序，保障依法纳税者的合法权 从业人员，免予行政处罚，不予罚 个人所得税。对于过去部分工作 配备专业的舆情系统，形成集标准化应用产品，数
前，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 益，营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税收环 款。希望广大影视企业及从业者 室将影视人员个人劳务报酬等收 据服务，大数据报告，行业应用解决方案于一身的
电总局、国家电影局了解到，为深 境，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能以本次影视行业规范为契机，主 入混入工作室经营收入的，三部 多维体系，并将逐步建立文本大数据生态圈，实现
入贯彻落实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
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国家支 动对照税收法规，认真开展自查自 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应当实事求 信息有效对称和数据价值最大化。
关于治理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 持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方向不会 纠，并以此规范企业及从业者涉税 是加以区分。其中属于工作室提
智库平台启动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通知要求， 变，税收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的 业务，努力做守法诚信的纳税人。 供辅助服务的经营收入，过去已 张洪忠教授、福州外语外贸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从今年10月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 政策不会变，而且将在规范管理的 据记者了解，在自查自纠阶段不存 按核定征收方式征税的不予调 长郑又贤教授分别作《互联网发展背景下的传媒智
收秩序工作以来，相关部门依法依 同时，进一步服务和支持影视行业 在约谈程序及相关事宜，税务部门 整；其他影视人员个人劳务报酬 库打造》《福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巨大成就和新
规开展工作，加强政策宣讲，做细 加快发展。
对影视从业人员开展了政策辅导 等收入，由影视人员个人据实申 时代的再创辉煌》的主题演讲。在随后由东南网主
告知辅导，帮助纳税人做好自查自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电总 和沟通解释工作，以帮助影视企业 报，自查自纠。同时，三部门再次 办的分论坛上，部分平台专家组成员和与会代表，
纠工作。目前，规范工作开展有 局、国家电影局有关负责人重申， 和从业人员更好自查自纠。
明确强调，各地工作中要严格依 围绕“网络谣言滋生的原因及特点”“网络谣言的危
序，影视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认真 根据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相
按照税法规定，个人从事影 法依规，精准把握和执行政策，维 害与治理”“辟谣工作的开展与舆论引导建设”等议
自查自纠、主动申报纳税。通过这 关规定，对自查自纠并到主管税务 视、演出、广告等方面的收入应当 护影视企业及从业人员合法权 题，交流探讨，建言献策，为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有效
项工作，将进一步规范影视行业税 机关补缴税款的影视企业及相关 按劳务报酬等所得项目申报缴纳 益。
提升舆情处理应对提供参考。 （据福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