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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高
亢）为落实国家网络提速降费政策，切
实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实实在在降费、
让广大群众明明白白消费，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于近期陆续推出
了一系列惠民惠企“提速降费”新
举措。

中国电信针对用户担心产生高额
套外流量费的情况，从 2019 年起全面

下调套餐外流量资费至不超过 0.03
元/MB，套外流量资费降幅最高达到
90%；5月起，全面下调互联网专线标准
资费 15%，并为中小企业免费提升网
速；推出“地板价”新套餐。

5 月起，中国移动推出“查网龄送
流量”活动，通过查网龄用户最多可获
赠 30G 流量，截至目前这项活动已惠
及 1.2亿户用户。同时，中国移动在今

年初以来，设立全网升级投诉中心，推
出了“10080”服务质量监督热线，可更
及时、精准处理消费者投诉。

近期，中国联通在推出崭新优惠
假日流量包、下调港澳台地区数据漫
游资费的同时，还推出了“异地补换
卡”“统一查询”“亲情付”等异地服务，
以方便用户异地办理通信业务，进一
步提升群众通信消费体验。

三大运营商再推“提速降费”新举措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安蓓）国家
发展改革委27日称，经国务院批准，2019年全国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将于6月5日至11日
举行，主题是“汇聚双创活力，澎湃发展动力”。

本届活动周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主办城市，
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同步举办。杭州市主会场将举
办启动仪式、主题展示、筑梦服务站、小镇创客
厅、天天“新物种”、特色小镇体验行等重点活
动。北京市将在中关村举办主题展示、政策服
务站、前沿科技创新大赛等重点特色活动。

活动周期间，有关部门将围绕长三角一体
化创新合作、大学生创新创业、创业就业服务、
创业投资发展等主题，举办系列专题活动。各
级地方政府、“双创”示范基地和各企业、高校、
社会组织将结合活动周主题和自身特点，举办
成果展示、群众竞赛、专业服务等特色活动。今
年还将继续举办海外活动周，结合“一带一路”
建设，分享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成果，推动国际间
创新创业交流合作。

2016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两批在区域、高
校和科研院所、企业 3个领域启动了 120个“双
创”示范基地建设。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2018 年，区域示范基地初创企业新增就
业超过 71万人，企业、高校及院所示范基地带
薪兼职创业人员约 2400人，分别增长约 32%和
49%；区域示范基地技术合同成交额72亿元，高
校和院所示范基地成果转化交易额74亿元，同
比增长均超过 40%；区域示范基地新登记企业
约 41万户，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近 6700家，分别
同比增长约1.15%和31%。

这位负责人说，下一步将以“双创”示范基
地为抓手，重点在“6个新”上下功夫，培育更具
活力的创新创业“新生态”，打造更强劲的创业
带动就业“新动力”，构筑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

“新高地”，探索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的“新模式”，
畅通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新渠道”，建设创
新创业资源共享的“新平台”。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朱
基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数
据显示，2019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4090起，处理 5767
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024人。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违规收送礼
品礼金 1021 起、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
利 993 起、违规公款吃喝 584 起、违规
配备使用公务用车502起、大办婚丧喜

庆 345 起、公款国内旅游 190 起、楼堂
馆所违规问题113起、公款出国境旅游
3起、其他问题（包括提供或接受超标
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
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导
干部住房违规、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
象宴请等问题）339起。从查处干部级
别来看，被处理的人员中地厅级干部
51名、县处级干部589名。

2019年以来，截至 4月 30日，全国
查 处 违 反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问 题
15909起，处理22517人，给予党纪政务
处分15931人。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情况，中央纪委在各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各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企业等建立了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4月份全国5700多人违规被处理

2019年全国双创活动周

将于6月5日启动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5月27日上午，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央巡视组原
副部级巡视专员张化为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张
化为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二百万元；扣押在案的受贿所得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张化为当庭表示服判，不上诉。

经审理查明：2006 年至 2014 年，被告人张
化为利用担任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副
部级巡视专员、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中
央第一企业金融巡视组副组长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房产销售、
案件调查、职务提拔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
者通过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金条、
玉 石 、珠 宝 首 饰 等 财 物 ，共 计 折 合 人 民 币
3284.93万余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
化为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张化为归案后如实供
述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部分受贿
犯罪事实，认罪悔罪，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
以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央巡视组原副部级巡视专员

张化为获刑12年（上接A10版）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

情形。
第三十六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组织（人
事）部门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
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的职数、资格条件、
工作程序、纪律要求选拔任用干部的；

（二）不按照规定向上级组织（人
事）部门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
事项的；

（三）不按照规定对所属地方、单
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导致问
题突出的；

（四）对反映线索具体、有可查性
的选人用人问题不按照规定进行调查
核实或者作出处理的；

（五）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
情形。

第三十七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纪检监察机关
有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如实回复拟任人选廉洁自

律情况并提出结论性意见的；
（二）对收到的反映拟任人选问题

线索具体、有可查性的信访举报不按
照规定调查核实，或者对相关违纪违
法问题不按照规定调查处理的；

（三）不按照规定履行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监督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
情形。

第三十八条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
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追究干部考察组有
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进行
考察的；

（二）考察严重失真失实，或者隐
瞒歪曲事实真相、泄露重要考察信
息的；

（三）不认真审核干部人事档案信
息，或者对反映考察对象的举报不如
实报告，以及不按照规定对问题进行
了解核实，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其他应当追究的失职失责
情形。

第三十九条 党委（党组）有本办法

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情节较轻
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情节较重的，责
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情节严
重、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第四十条 领导干部和有关责任人
员有本办法所列应当追究责任的情形，
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责令作出
书面检查、通报或者诫勉处理；情节较
重的，给予停职检查、调离岗位、限制提
拔使用处理；情节严重的，应当引咎辞
职或者给予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处理。

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有关
规定追究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犯罪
的，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央组织

部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5

月13日起施行。2003年6月19日中央
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
用工作监督检查办法（试行）》、2010年
3月 7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
行）》同时废止。

5月27日，中国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正式展开对马里亚纳海沟南侧系
列海山的精细调查，主要利用“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等设备探秘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图为“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入水。 新华社发

““科学科学””号开始探秘马里亚纳海沟南侧海山号开始探秘马里亚纳海沟南侧海山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 屈
婷 陈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发
布的《2018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
命由 2017 年的 76.7 岁提高到 2018 年
的 77.0岁，孕产妇死亡率从 19.6/10万
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从6.8‰
下降到6.1‰。

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
平的指标主要是人均预期寿命、孕产
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根据2018年
统计公报，我国上述三项数据已非常
接近“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2020 年目
标，其中婴儿死亡率指标已经实现。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提
出，到 2020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应大
于 77.3岁，孕产妇死亡率应小于 18/10
万，婴儿死亡率应小于7.5‰。

2018年我国

人均预期寿命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