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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今年年底前停止军队有偿服务
对空余房地产、大型招待接待资产等，由中央军委集中管理
新华社北京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
委办公厅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军
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的指导
意见》，为军地各级深入推进军队
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提供了重
要遵循。
《指导意见》指出，军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是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 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
要内容。这项工作自 2016 年年初
开展以来，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组
织领导、政策制度、军地联动、司
法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完善， 项目
清理停止成效明显， 人员分流安
置顺利，善后问题处理平稳，保持
了部队和社会两个大局稳定。 当
前， 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
正处在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部
队各级、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必
须坚定信心决心，强化工作统筹，
密切军地配合，聚力攻坚克难，确
保如期完成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
务这一政治任务、国家任务、强军
任务。
《指导意见》强调，要准确把
握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重大战
略决策意图，按照军队不经营、资

产不流失、融合要严格、收支两条线
的标准，坚持坚决全面、积极稳妥、
军民融合，按计划分步骤稳妥推进，
到 2018 年年底前全面停止军队一
切有偿服务活动， 为永葆我军性质
宗旨和本色、 提高部队战斗力创造
有利条件。 坚决停止一切以营利为
目的、偏离部队主责主业、单纯为社
会提供服务的项目。 开展有偿服务
的项目， 合同协议已到期的应予终
止，不得续签，全部收回军队资产；
合同协议未到期的， 通过协商或司
法程序能够终止的项目， 应提前解
除合同协议，确需补偿的，按照国家
法律规定给予经济补偿。
《指导意见》 明确， 对复杂敏
感项目， 区分不同情况， 主要采取
委托管理、 资产置换、 保障社会化
等方式进行处理， 国家和地方政府
在政策上给予支持。 对已融入驻地
城市发展规划， 直接影响社会经济
发展和民生稳定， 合同协议期限较
长、 承租户投资大， 有潜在军事利
用价值， 确实难以关停收回的项
目， 可以实行委托管理。 对独立坐
落或者能够与在用营区相对分离，
军事利用价值不高， 已经形成事实
转让的项目， 由中央军委审批确定
后， 可以采取置换等方式处理。 对
部队营区内引进社会力量服务官兵
工作、 生活的房地产租赁项目， 纳

入保障社会化范围， 规范准入条
件、 运行方式、 优惠措施、 经费管
理等， 更好地服务部队、 惠及官
兵。
《指导意见》 明确， 军队全面
停止有偿服务后， 将国家赋予任
务、 军队有能力完成的， 军队特有
或优势明显、 国家建设确有需要
的， 以及军队引进社会力量服务官
兵的项目， 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
系。 对需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的
行业项目， 由军地有关部门研究提
出有关标准条件、 准入程序、 审批
权限、 运行管理等政策办法， 实行
规范管理， 严格落实收支两条线政
策规定。 对军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
后空余房地产、 农副业生产用地、
大型招待接待资产， 全部由中央军
委集中管理、 统筹调控。
《指导意见》强调，军队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是军队、 中央和国家机
关、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共同责任。各
有关方面要高度重视，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 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统
筹，党委领导同志要敢于担当、勇于
负责，对复杂敏感项目要亲自上手、
一抓到底。要严肃工作纪律，适时开
展专项巡视和审计， 查处违纪违法
问题。 要以严实作风推动工作高标
准落实， 确保如期圆满完成军队全
面停止有偿服务任务。

新华社北京电 第一批中央
环保督察
“
回头看”正在 10 省区开
展督察。督察组 11 日通报，江苏省
泰州市泰兴滨江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在长江岸边违法倾倒数万吨污
泥问题， 两年来不仅没有整改，污
泥堆积量反而大幅增加，给周边环
境和长江水质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据悉，2016 年 7 月第一轮中
央环保督察期间， 督察组收到多
个反映泰兴滨江污水处理厂违规
堆放污泥的信访举报， 并将其作
为重点案件转办地方整改。
2016 年泰兴市环保局对滨江
污水处理厂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年 8 月 16 日泰州市提交的报告
表示， 滨江污水处理厂已停止污泥
堆场的使用，11 月底前启动实施污

泥规范化处置， 力争在两年内处置完
毕，且表示在处置过程中，如有堆场土
壤受到影响，将与污泥一并处置。
督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泰州
及泰兴两级政府对督察整改敷衍塞
责，而且变本加厉，对于违规堆存的
污泥不闻不问，至督察“回头看”时
整改仍无实质性开展。
通报指出， 当地政府没有将这
一问题纳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方
案，
“
反馈报告中的承诺成为一纸空
文”。 两年来，当地不仅没有按照承
诺进行规范处置， 而且放任滨江污
水处理厂继续非法倾倒污泥， 致使
污泥堆放量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
间的 2.3 万吨增加到约 4 万吨。
根据通报， 督察组 6 月 9 日对
滨江污水处理厂堆放污泥的泰兴市

滨江镇头圩村暗访发现， 在头圩村
紧靠长江堤东侧， 有两个巨大的污
泥堆积池， 其中一个堆积池面积接
近足球场大小。南池为水泥砌成，北
池为土堤堆成， 堆放的污泥上面仅
简单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且多有破
损。甚至督察组人员现场检查时，仍
有企业在倾倒污泥。
督察人员现场简单测试显示，
北池中污水 pH 值达到 11 左右。 污
泥渗滤液已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几万吨本应纳入危废管理的污泥长
期堆放在长江岸边。
督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 督察
组将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 同时督
促地方进行整改，并查清责任，形成
案卷，对失职失责的，依法依规严肃
问责。
高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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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综合消息 1986 年 12 月
25 日， 港澳通行证正式开始施行，
此后 32 年， 内地居民因私往来，都
需要出示此证件才能通行。 近日微
信发表新功能， 未来有望扫微信二
维码即可通关。
在 6 日腾讯联合香港科技园公
司于香港举办的“粤港澳大湾区金
融科技论坛”上，腾讯 E 证通正式
亮相。“
E 证通”即一部手机上承载
多张证件，包括身份证、回乡证、微
信通行证（电子港澳通行证）等，从
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用户身份线
上互相认证。目前，腾讯正在粤港澳
三地试点多证合一的服务，推出
“
腾
讯 E 证通” 小程序实现这一功能。
内地居民只需在微信中开通， 就可
以直接扫描经微信小程序产生的二
维码顺利通关。 而开通这一服务也
很简单， 用户只需通过微信扫描小
程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点击“立
即申请”，补全个人的姓名、身份证
号，之后进入
“
人脸验证”的环节，小
程序自动调取相机， 用户脸部正对
屏幕，3 秒内即可自动识别。 这时一
张电子身份证明就已经生成了，点
击下拉即可显示所生成的二维码，
该二维码用于在过关环节的机器识
别。
但需要提醒用户的是， 扫微信
二维码过关并不代表可以不用办港
澳通行证。
“E 证通” 的跨境通关认证目
前仅仅是在测试阶段， 腾讯方面表
示， “E 证通” 的相关应用将会于
6 月底在内地的酒店、 港口通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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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先行铺开， 后续扩展到其他应
用领域。

相关链接

微信去年曾上线
电子版港澳通行证
其实早在 2017 年 9 月，微信卡
包服务就已经接入电子港澳通行证
服务， 但首批只面向广东地区的用
户，广东户籍用户在“微信卡包-电
子港澳通行证” 中即可查看港澳签
注剩余次数， 免去到各出入境办证
大厅或出入境口岸边检部门查询签
注剩余次数的麻烦。如果发现自己签
注用完了可以去各区的自助签注机
自助续签。腾讯表示未来有可能将此
功能面向全国用户开放。一部手机就
能畅游粤港澳的时代有望来临。
综合深圳晚报等

地

信息调查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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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皋市振宇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

广告投放热线：85118889 枚，声明作废。

专业搬厂、设备、吊装运、企业搬迁等

13962806878 十多年搬运经验 4T-10T 叉车各 2 辆出租
址 : 孩 儿 巷 北 路 15 号 本地实体：81067222 13073290000

手机：

仁杰
商务

18252501888 13776936678

——
—花钱少，效果好，为您带来无限商机

E 证通”服务
微信将试推“
去港澳扫二维码也能通关

专业搬家 企业搬迁 空调家具拆装 长短途货运

公司成立 21 年 专业搬家车辆 8 辆

微信
电话
总部：南通市人民中路 301 端平桥肯德基对面
分部：海门黄海中路 11 路 海门秀山东路 88 号…

《江海晚报》分类广告

公安机关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有关线索，同时检举、
揭发盗掘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以及
盗窃、倒卖文物等犯罪活动。发现有
关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 报警电话。
对提供线索的举报人以及检举、揭
发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给予奖励。

满意 双喜搬家 爱心大件

补运中心

补运

新华社北京电 11 日， 公安部
发布 A 级通缉令，公开通缉第三批
10 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被通
缉的 10 名在逃人员是： 刘邦强、徐
道银、张恒、吴光成、范党辉、马卫
国、房国利、关金岗、王建韬、韩万
里。

。

环保督察
“
回头看”点名批评
江苏泰兴长江边倾倒污泥
“
变本加厉”

公安部公开通缉
十名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

车辆信息

佟梦南遗失南通纺织
职业技术学院环境艺术设计
专业毕业证书， 证书编号：
109581201206001491， 声
明作废。

信誉至上 现金支付

15996551598

（原柯南商务调查事务所）

婚姻咨询调查，商务咨询调查
专业清理各种企业、个人债务
地址：人民中路中南大厦 1301 室
电话 / 传真：85518101 手机：13301489530
南通 92.9 音乐频道特约嘉宾

高价求购二手车

友情提醒：本栏目广告位尚有少量剩余，请有意在本栏目
投放广告或广告即将到期的单位尽快至江海晚报分类窗口缴
纳广告款，广告位顺序将按交款先后排定。
施迪遗失中南城购
物中心开具的芒可保证
金列账通知单， 单号：
0009089 ， 金 额 ： 33120
元，声明作废。

南通加美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遗失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 税 号 ：
320601588446774 ， 声 明
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