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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审计报告
2018年全年为企业和个人
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

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等
46个专业进入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

记者26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适
应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改革的需
要，教育部组织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
专业目录，增补46个新专业。

据了解，新增补的46个专业中，财
政商贸类7个，土木水利类6个，交通运
输类5个，资源环境类、加工制造类、信
息技术类各4个，农林牧渔类、旅游服
务类各3个，轻纺食品类、医药卫生类、
文化艺术类、公共管理与服务类各2
个，能源与新能源类、教育类各1个。

围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此次增
补了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农村饮水供
水工程技术、农产品质量检测与管理
等专业；围绕服务制造强国建设，增补
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新能源汽车
维修、物联网技术应用、无人机操控与
维护等专业；围绕服务现代服务业提
质扩容，增补了网络营销、跨境电子商
务、智能养老服务、幼儿保育等专业。

据新华社

针对有消息称蔡英文计划7月“出
访”中美洲部分国家并借机“过境”美
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26日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我们多次明
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坚决反
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径。任
何挟洋自重、破坏两岸关系的企图和
行径，都只会自食恶果。

有记者问，美国国防部有关官员
日前宣称美方预期中方将干预2020年
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美方会直接帮
助台湾强化应对能力。有境外媒体认
为，这等于公开承认美国正介入台湾
地区“大选”。请问发言人有何评论？

安峰山答问表示，我们历来不介
入台湾地区选举，也反对任何外部势
力介入台湾地区选举，更反对任何栽
赃抹黑大陆的言行。美国方面倒是应
该自我检讨，回应媒体对他们的质疑。

在回答有关所罗门群岛代表团将
访问大陆及台湾的提问时，安峰山指
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的准则，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更是唯一
正确的选择。 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26
日分组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二审稿
和继承编草案二审稿。婚姻、家庭、继承、遗嘱
……这些牵动着每个家庭成员切身利益的

“家务事”，引发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的热烈讨论。

结婚需要啥程序？离婚财产咋分割？与会
人员围绕婚姻家庭编草案中的热点内容，各
抒己见畅所欲言。

张苏军委员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调整
至男女均为18岁：“我国婚姻登记人数逐年
下降，降低婚龄虽然不能直接扭转结婚人数
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配合其他一系
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相信能逐步解决。同时，
这也与民法总则中关于成年的年龄规定相

一致”。
庞丽娟委员表示，自从强制婚检被取消

以后，我国新生儿患有先天性残疾、家族遗传
病的比例有所增加，给家庭带来很大痛苦，建
议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恢复婚检制度。

乃依木·亚森委员建议在夫妻共同财产
部分增加规定，当一方要隐藏、转移、变卖、毁
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造成夫妻共同财产严
重损失的，另一方有权要求赔偿。“当一方因
这些原因造成夫妻共同财产严重损失时，仅
分割财产不足以保护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应
当允许利益损失一方追偿。”他说。

在继承编草案方面，继承人的资格范
围和遗嘱的有效性等成为与会人员的关注
焦点。

刘修文委员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
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个人财产和
可继承遗产显著增加，有必要在调整继承人
范围、继承人顺序，增加替补继承制度、后位
继承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突破。

马志武委员也认为，在四代同堂的情况
下应当至少允许重孙子女的继承权，建议在
民法典继承编中扩大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陈斯喜委员建议，将草案中“立有数份遗
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的规
定，修改为“有公证遗嘱的按公证遗嘱办理，
没有公证遗嘱的，其他的遗嘱以最后遗嘱办
理”。他表示，有的老人在糊涂情况下，被身旁
人诱骗立下遗嘱，并不能反映其真实意愿，法
律应当区别情况对待。 据新华社

43部门和151家所属单位
“三公”经费及会议费等管理不够严格

2018年，审计署首次对中央一级预算单位
实现审计全覆盖，并延伸审计了256家所属单
位。而在审计中，发现“三公”经费及会议费等
管理不够严格，涉及43个部门和151家所属单
位、金额5469.25万元。

胡泽君在审计报告中指出，关于中央部门
预算执行审计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预决算编报还不够完整准确，涉及38
个部门和109家所属单位、金额14.23亿元；

二是预算执行及资产管理还不够规范，涉
及37个部门和96家所属单位、金额77.47亿元；

三是“三公”经费及会议费等管理不够严
格，涉及43个部门和151家所属单位、金额
5469.25万元；四是一些单位依托管理职能或
者利用行业资源违规收费，涉及3家所属单位、
金额120万元。此外，还有2个部门和4家所属单
位违规发放津补贴1627.01万元；3个部门和2
家所属单位16人未经批准兼职或违规兼职取
酬93.47万元；48个部门和104家所属单位存在
会计核算不规范、未及时办理竣工决算等问
题，涉及金额21.84亿元。

就业补助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审计情况。
重点审计了17省104.52亿元就业补助资金和
161.64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的管理使用情况。总
的看，相关地区认真贯彻落实积极就业政策，
就业主要指标顺利完成，但还存在相关资金和
项目管理不够严格和规范的问题。

审计报告披露，11省50家单位和69名个
人骗取套取或挤占挪用5572.66万元；17省209

市向不符合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发放补贴或贷
款3.3亿元；4省12市7.9亿元就业补助资金闲
置超过2年。

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33月底月底
已划转23户央企国有股权1132亿元
充实社保基金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审计情况，审
计报告指出，截至2018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约4.78万亿元，具备较强
的支撑能力。但有16省未实现统一信息系统
和数据省级集中存放；截至2019年3月底，已
划转23户央企国有股权1132亿元充实社保基
金，不到拟划转国有股权的10%。地方也仅有
4省启动划转工作。

在基金管理方面，审计报告指出，2省27市
县通过占用财政资金、贷款等方式筹集133.57
亿元发放养老金；3省43家去产能企业的4200
多名分流安置职工未参加养老保险或未及时
缴纳职工保费2201.53万元；13省一些经办机
构因信息不共享、审核不严等，违规向7.75万
名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放养老金2.99亿元。

乡村振兴资金审计乡村振兴资金审计：：
35县157个单位和个人
挪用或骗取套用12.57亿元

审计报告披露了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和资
金审计情况。一些地方以行政指令推动短期大
量设立合作社等，实际效果不佳，抽查发现431
个合作社成立后未运营；18县对县域内1.53万

家合作社从未发放过贷款，15县部分合作社获
得贷款后未享受贴息等扶持政策。35县157个
单位和个人挪用或骗取套取12.57亿元；41县
335个项目的23.35亿元滞留或闲置，其中4.08
亿元闲置1年以上，最长超过4年。

关于惠农补贴资金审计情况，审计报告
指出，一些地方补贴细项超过100个，部分细
项因内容交叉且信息不共享被重复享受甚
至套取，如2017年至2018年，甘肃成县住建
部门向15户农户发放危旧房屋改造相关补
贴26.3万元后，该县民政部门再次向这15户
农户发放其他类似补贴8.6万元。对不同来源
的补贴，有109县要求受益人提供不同账户，
有的农户持有10多张惠农卡（折）；有90县
89.38亿元未按规定通过“一卡通”发放，采取
现金兑付或他人代领等方式，难以有效核实
发放真实性。部分补贴项目因需要受益人主
动申报，加之宣传不够，影响政策实施效果。
还有一些救助类等补贴在发放中擅自降低
标准、搞平均主义等，涉及4709.38万元、3.02
万人（户）。此外，报告还披露，94县一些单位
和个人骗取套取或违规使用1.99亿元，129县
超范围发放1.56亿元，120县32.12亿元存在
滞留等问题。

审计报告指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
仍然存在。39县187名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优亲
厚友，甚至贪污侵占等，涉及扶贫资金3292.54
万元。此外，46县6694.36万元扶贫资金被骗取
套取。3县将309.3万元用于景观修建、外墙粉
饰等“面子”和形象工程，如河北广宗县为迎接
检查，花费176.93万元开展预演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国家林草局：
2020年将结束试点工作
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
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有关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
者提问。

问：指导意见关于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思
想、建设目标、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必须以确保重要自然
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
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提升生态产
品供给能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根
本要求为指导思想。

指导意见明确了建成中国特色的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总体目标，提出三个阶段性目标任
务：到2020年构建统一的自然保护地
分类分级管理体制；到2025年初步建
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到2035年自然保护地规模和管理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面建成中国特
色自然保护地体系。五项基本原则为：
坚持严格保护，世代传承；坚持依法确
权，分级管理；坚持生态为民，科学利
用；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坚持中国
特色，国际接轨。

问：国家林草局贯彻落实指导意
见的主要举措有哪些？

答：国家林草局将全面调查摸清
自然保护地家底，在综合评估的基础
上编制自然保护地发展规划，并在总
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验基础上，科
学制定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和空间布局
方案。按照中央要求，2020年将结束试
点工作，正式设立一批国家公园。

同时，制定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
实施方案，将符合国家公园设立标准、
列入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具备优
先设立国家公园条件区域内的保护地
整合归类为国家公园；交叉重叠的自
然保护地按照保护强度和级别就高的
原则要求进行整合；对同一自然地理
单元相连（邻）的同类型自然保护地，
按照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物种栖息地
连通、保护管理统一的原则进行合并
重组，合理确定归并后的自然保护地
类型和功能定位，优化范围和管控分
区。还要推进自然保护地立法进程，不
断完善自然保护地法规体系建设，加
强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妥善解决历
史遗留问题，开展自然保护地公益性
实现途径、综合执法等系列重大问题
的研究。 据新华社

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26日在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上作《国务院关于2018年度
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
审计工作报告》。她表示，2018年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胡泽君在报告中说，2018年，
我国取消了一批行政许可事项，
全面实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制度，全年为企业和个人
减税降费约1.3万亿元。基础设施
建设补短板力度不断加大。强化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重点领域创
新实现了新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2018年
压减粗钢产能3500万吨以上、退
出煤炭落后产能2.7亿吨，均提前
两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
务，

报告还指出，我国财税体制
改革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支出得
到保障；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重
点任务进展顺利；社会民生持续
改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上
年度审计查出的突出问题得到有
效整改，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

同时，报告在脱贫攻坚、减税
降费、乡村振兴等方面指出一些
问题。

以减税降费为例，报告指出，
2省份170家高新技术企业未享受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2省
份向56户企业多征税1887.32万
元，1省份向不符合条件企业减税
1.2亿元；3省份未及时退税3451.8
万元，最长超期246天。

部分地区违规收费现象仍然
存在。17省份30家单位违规向企
业收取检测评审等费用、征收已
停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向企业
转嫁费用、应退未退涉企收费等
5.27亿元；12省份58家单位依托
行政职权及影响力违规摊派或收
取评比、中介等费用1.67亿元。

胡泽君说，审计机关将继续
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推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推进
打好三大攻坚战，以优异成绩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据新华社

评蔡英文计划7月“过境”美国

国台办：
挟洋自重只会自食恶果

昨日，有网友上传图片爆料称，
贵州省某地疑似有幼儿园和孤儿院
内的儿童被成人性侵。该线索引发
公众和当地警方关注。

微博网友@鹅组兔区爆料 6 月
26日18时53分发布微博称，我的天
啊！疑似幼儿园孤儿院被重金贿赂
养成幼儿被成人性侵。

昨日20时13分，贵州黔东南网
警官方微博@黔东南网警巡查执法
在此微博下回复称：“您好，十分感
谢您提供的线索，我们黔东南警方
非常重视此事，目前我们已经组成
专案组开展调查。”

@鹅组兔区爆料发布的图片包
括多张聊天截图，对话疑似谈论性
侵福利院或幼儿园儿童，涉及的地
方包括贵州毕节、凯里，截图中一名
聊天者称其每年花10万在此事上，

“是门生意”。另有图片显示，疑似幼
儿园工作人员和另一人在谈论给幼
儿注射激素。

昨日，黔东南州凯里市 110 接

警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接到
相关警情，公安需核实信息真假。

昨日，黔东南州宣传部新闻科
潘科长告诉记者，第一步需核实信
息真伪，第二步要向警方询问工作
进展，“我马上向公安核实”。

凯里市教育局一位值班人员告
诉记者，26 日下午局里已经注意到
此事了，查询得知凯里市“只有大风
车幼儿园，没有风车幼儿园，这可能
是个谣言”，将情况上报领导。

昨日20时许，凯里市委宣传部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凯里市警方
接到幼儿园儿童被性侵的相关报
警，经初步核实，凯里市没有一家幼
儿园叫“风车幼儿园”，目前，跟毕节
一样，凯里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

此外，针对“毕节孤儿院儿童被
性侵”的网络传言，毕节市七星关公
安分局接警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已接到热心者的报警，网警正在
介入调查，核实此事是否属实，“若
属实，警方会处理。” 据澎湃新闻

委员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
调整至男女均为18岁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草案二审稿

贵州省公安厅贵州省公安厅：：
属地公安机关已全面介入
正在积极核实信息真伪

昨晚，贵州省公安厅副厅长吴智贤称，26日中午收到
了这条消息，属地公安机关已经全面介入，正在积极核实
信息的真伪，调查组目前已经开展工作。如果性侵消息是
真实的，将从严打击。如果是造谣，也会依法打击。

民政部民政部：：
将关注案件进展
第一时间公布相关消息

昨晚，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已
注意到“毕节孤儿院儿童被性侵”舆情，将关注进展，第一
时间公布相关消息。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的这位负责人表示，网络上出现的
“毕节孤儿院儿童被性侵”舆情，民政部已关注到，目前了
解到的情况是，贵州警方正在开展工作。民政部将关注案
件进展，有最新消息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据新京报

同步播报同步播报

网传“孤儿院儿童被性侵”
贵州黔东南警方：已成立专案组

网友爆料
有网友上传图片爆料称，贵

州省某地疑似有幼儿园和孤儿
院内的儿童被成人性侵。爆料图
片包括多张聊天截图，对话疑似
谈论性侵福利院或幼儿园儿童，
涉及的地方包括贵州毕节、凯里

警方调查
昨日，贵州黔东南网警官方

微博表示，已经组成专案组开展
调查。毕节市七星关公安分局接
警平台工作人员称已接到报警，
网警正在介入调查。目前，凯里
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