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海南国际仲裁院 29 日在海口

市正式挂牌成立。

海南仲裁委主任施文介绍， 海

南国际仲裁院挂牌后将着手机构改

制， 在借鉴深圳仲裁机构改革经验

的基础上， 立足海南， 进一步改革

创新。 将建立理事会为核心的治理

机制， 彰显机构中立性。

理事会成员中境外人士不少于

总数的三分之一， 境外加省外人士

占总数的一半以上， 充分体现仲裁

机构的国际性和开放性， 充分体现

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独立性的要求，

让中外当事人对海南国际仲裁的中

立性、 公平性具有足够的信心， 把

海南作为可信赖的争议解决“优选

地”。

海南国际仲裁院将设立海事仲

裁中心、 金融仲裁中心两大分支机

构， 彰显海南特色。 两个中心的建

立， 将会促进海南海上经济贸易和

港航业的繁荣兴旺以及海洋资源开

发利用； 高效化解金融纠纷， 防控

金融风险， 为海南建设区域乃至国

际金融中心提供法治保障。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日前印

发的 《关于加强全省湖长制工作

的实施意见》 提出， 建立健全五

级湖长体系， 实行湖泊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

意见提出， 建立健全省、

市、 县 （市、 区）、 乡 （镇、 街

道）、 村 （居委会） 五级湖长体

系。 各级河长制办公室承担湖长

制工作日常事务。 《江苏省湖泊

保护条例》 明确的省管湖泊由省

委、 省政府负责同志担任湖长，

湖泊所在市、 县 （市、 区） 党政

负责同志担任相应湖长。

意见明确要求严格考核问

责， 各地要按照河长制考核办

法， 制定湖长制考核问责细则。

县级及以上湖长负责组织对相应

湖泊下一级湖长进行考核， 考核结

果同时作为地方党政领导干部河长

制工作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实行湖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

究制， 对造成湖泊面积萎缩、 水体

恶化、 生态功能退化等生态环境损

害的，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

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要通过湖长公

告、 湖长公示牌等多种方式加强社

会监督。

□据新华社报道

交 ８ 万元入会费， 就可换取

“天天涨停” 的股票信息？ 近日，

江苏淮安警方摧毁一网络“荐股”

诈骗犯罪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１６ 名， 查封涉案资金 １００ 余万元，

初步查明被骗人员涉及江苏、 山

东、 广东、 安徽等 １０余省市。

去年 １１ 月， 淮安市盱眙县公

安局接到市民李某报案， 称其在网

上加入了一个“牛股涨停” 群， 群

内成员纷纷表示， 只需交 ８ 万元会

员费就可享受专家一对一“荐股”，

且这些股票基本都会涨停。 李某照

做后发现未达到预期效益， 想讨要

说法却被踢出该群。

接报后，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

发现在群内称“天天涨停” 的成员

相对固定， 极有可能是一个团伙。

经调查证实， 去年 １０ 月， 上海某

投资咨询公司因无营业执照及资质

被当地公安部门查封， 该公司员工

徐某、 苏某、 杨某等人把电脑和客

户资料带出， 在昆山重新成立投资

咨询公司， 以投资顾问、 股票推荐

为幌子进行诈骗。

淮安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民警

介绍， 这类“荐股” 诈骗手段主要

有以下特点： 一是披着公司“马

甲”， 以“专业” 形象吸引股民加

入； 二是以“专家” 为名骗取高额

会费； 三是手段方式隐蔽， 维权取

证难度大。 投资者大多通过网银、

手机银行等电子银行方式支付会员

费， 无原始凭证， 不能显示汇款用

途， 犯罪嫌疑人收款后立即在异地

取走款项， 投资者很难追回。

针对此类骗局， 警方提醒， 股

票投资具有风险性， 股民在炒股过

程中， 要多一些理性， 少一分侥

幸， 特别要警惕收取高额会员费的

“专家荐股”， 切实增强识别及防范

诈骗的能力。 一旦上当受骗， 要及

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通过司法途径

维护自身权益。

□据新华社报道

河流有河长，湖泊有湖长，道路

也要设路长。郑州市政府日前表示，

今年年底前郑州将全面实施“路长

制”管理模式。“路长”对路段内的问

题如机动车和共享单车无序堆放、

“牛皮癣”小广告、噪声污染等，都将

负起相应治理职责。

路长由谁来担任？ 根据郑州市

政府相关方案， 各区政府、 管委会

主要领导担任辖区总路长， 分管城

市管理工作的领导担任副总路长，

分包乡镇 （办） 的区 （开发区） 县

处级领导担任所分包乡镇 （办） 的

一级路长， 各乡镇 （办） 设立二级

路长。 其中， 总路长每半月巡查一

次， 一级路长每周巡查一次， 二级

路长每日巡查， 做到问题及时发

现、 及时解决。

郑州市对路长建立“包秩序、

包卫生、 包立面” 的市容和环境卫

生责任制。 其中， 包秩序即无车辆

乱停乱放、 无乱摆摊设点、 无乱堆

放物料等； 包卫生即做到无垃圾杂

物、 无污水、 无污垢、 无油渍或严

重积尘， 卫生设施完好整洁等； 包

立面即门头牌匾无破损、 无乱贴乱

画、 无私拉乱扯等。 在道路或墙面

适当位置， 将统一设置“道路管理

责任公示牌”， 标明路长姓名、 职

务、 工作职责、 工作内容、 责任

人、 联系方式等内容， 向社会公

布， 方便市民监督。

□据新华社报道

安徽省环保厅今年 6月以来

重点检查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染企

业， 发现该省多家企业存在环保

设备不正常运行、 废气废水直排

等弄虚作假行为， 并就此挂牌督

办一批环境违法案件。

据介绍， 安徽省环保厅目前

已对 4家企业的环境违法案件实

施挂牌督办。 其中包括安徽国风

木塑科技有限公司不正常使用大

气污染防治设施， 废气粉尘无组

织排放严重； 界首市粮食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建设项目违法违规，

未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固废

管理不规范； 蚌埠第三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下属沫河口污水处理厂

中控系统数据失真， 自动监测设备

管理不到位， 竣工环保验收弄虚作

假等。 此外， 安徽省环保厅 25 日

联合阜阳市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信

用评价进行复核时还发现， 临泉县

城市污水处理厂修改在线监测系统

参数， 涉嫌伪造数据。

目前， 安徽省环保厅已责令相

关企业改正环境违法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

生态环境受到损害， 湖北严

格依据相关规定， 追究相关党政

领导干部的责任。 据湖北省纪委

监委近日通报， 今年 1 月至 6

月， 湖北已因生态环境损害问题

先后追责党政领导干部 212人。

据了解， 今年以来， 湖北全

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追责问责和

督促整改工作。 根据环保问题成

因复杂的特点， 湖北纪检监察机

关严格依据政策法规规定， 严格

依据部门职能定位和个人法定职

责， 严格依据问题情形、 责任大

小及产生的后果， 重点追究违规

决策、 领导不力、 失职渎职责

任， 做到不枉不纵、 不偏不废、

宽严相济。

来自湖北省纪委监委的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 1 月至 6

月， 湖北因生态环境损害受到责

任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共 212

人。 其中， 处级以上干部 32 人、

乡科级及一般干部 180人。

严肃追责问责， 推动问题整改

的同时， 湖北还着力健全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长效机制。 湖北各地各部

门以环保问责和问题整改为契机，

举一反三， 加快补齐生态建设短

板，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

体制机制。 《湖北省生态文明建设

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等一系列制度

出台， 全省各地也相继出台了配套

制度， 促进湖北生态文明建设良性

发展。

□据新华社报道

７ 月 ２３ 日以来， 经长春市公

安机关开展侦办工作， 基本查明长

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涉嫌违法犯

罪事实。

７ 月 ２９ 日， 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 ７９ 条规定，

长春新区公安分局以涉嫌生产、 销

售劣药罪， 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高某芳等 １８ 名

犯罪嫌疑人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

捕。

目前， 案件审理工作正在进行

中。

法治中国A8

□据新华社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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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革命文物

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 的

意见》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革命文物凝结着中国共产党的

光荣历史， 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

体， 是激发爱国热情、 振奋民族精

神的深厚滋养， 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的力量源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革

命文物工作， 革命文物家底基本摸

清， 革命文物保护状况持续改善，

革命文物教育功能不断强化。 与此

同时， 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发

展， 迫切需要加强革命文物资源整

合、 统筹规划和整体保护， 迫切需

要深化革命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传

播， 迫切需要发挥革命文物服务大

局、 资政育人和推动发展的独特作

用。

《意见》 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夯

实革命文物基础工作、 加大革命文

物保护力度、 拓展革命文物利用途

径、 提升革命文物展示水平和创新革

命文物传播方式。 重点项目包括百年

党史文物保护展示工程、 革命文物集

中连片保护利用工程、 长征文化线路

整体保护工程、 革命文物主题保护展

示工程、 革命文物陈列展览精品工程

和革命文物宣传传播工程。

公安机关对长春长生

董事长高某芳等18名

犯罪嫌疑人提请批捕

江苏警方摧毁

一网络“荐股”诈骗团伙

郑州市推行“路长制”

治理城市道路脏乱差

海南国际仲裁院正式挂牌成立

湖北：生态环境受损追责党政干部212人

安徽:挂牌督办一批环保弄虚作假案件

江苏:湖泊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

政府了解到， 广西将积极开展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实行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一票否

决” 制， 从严考核市县党政领导

班子和党政正职履行环境保护职

责情况。

广西将进一步完善适应不同

主体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

“绿色 GDP” 综合考评体系， 加

大资源消耗、 环境保护、 生态效

益等方面的考核权重， 把考核结

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奖

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同时， 广西将健全问责机制，

对踩“红线”、 越“底线”、 闯“雷

区” 的， 坚决从严问责追责， 充分

发挥考核的“指挥棒” “风向标”

作用。

广西:从严考核领导干部履行环保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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