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溪市水环境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奉化区排水管理服务处
慈溪市庵东镇“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畜牧兽医局
宁波市北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新碶综合行政执法中队
余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中队
象山县“三改一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宁波市江北区甬江街道“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度宁波市“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立功竞赛模范集体和建设功臣拟表彰名单公示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五水共

治”暨剿灭劣Ⅴ类水行动、“六个加快”“双驱动四治理”等
战略部署，全面推进“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工作，进一步
激发广大职工的建设热情和创新创造活力，宁波市总工
会联合宁波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宁波市“三
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展专项立功竞赛，根据竞
赛情况评选出2016年度宁波市“五水共治”“三改一拆”
立功竞赛模范集体和建设功臣（享受宁波市劳动模范待
遇），现将拟表彰名单予以公示，征求广大干部群众意见。
如有异议，可自即日起三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等形式向宁波市总工会反映。联系电话：55885270，邮
箱：3537429891@qq.com。

宁波市总工会
宁波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宁波市“三改一拆”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7月5日

王飞耀 宁波北仑岩东水务有限公司泵站管网分公司副经理
闫占峰 宁波市海曙区“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科长
胡国权 中共宁波市委农办发展处主任科员
姚旭锋 宁波市镇海区环境保护局生态科科长
李 彬 宁波市五水共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二组组长
华骋珅 宁波市海曙区“三改一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科员
龚 闽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综合执法大队队长
陈瑞芝 宁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协管员
苗志着 慈溪市庵东镇综合执法中队副队长
吴 勇 宁波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共秩序处处长

一、2016年度宁波市“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立功竞赛模范集体（10个） 二、2016年度宁波市“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立功竞赛建设功臣（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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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罗争光）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4
日发布提示，目前未批准任何带有

“一带一路”字样的社会组织，凡
是冠有“一带一路”字样且自称在
民政部登记的组织均属于虚假宣
传，将依法取缔并追责。

据介绍，近日，一些未经登记的
“一带一路”联盟、研究会等组织在
社会上开展活动，举办论坛、研讨
会、展会以及评比、竞赛活动等，收
取高额费用，给一些单位和个人造
成经济损失，产生了严重的社会负
面影响，有的已触犯相关法律法规。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示社
会各界保持警惕，防止以“一带一
路”为幌子的敛财聚财行为。民政
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醒社会公众在

加入某个社会组织或者与其合作
时，应当首先查验这个组织是否具
备合法身份，以免上当受骗，防止
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和法律纠纷。相
关机构和人员在发起成立社会组织
时，必须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 等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登
记。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
义进行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没
收非法财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提示，
查验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社会组
织名单，可登录中国社会组织网

（http://www.chinanpo.gov.cn）。查
验在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
织，可登录地方民政部门官方网站
或向地方民政部门进行咨询。

民政部：

未批准任何带有
“一带一路”字样的社会组织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施雨岑） 记者 4 日从教育部获悉，
为做好义务教育阶段的道德与法
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教学用书
工作，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相
关教学必须使用《2017 年义务教育
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和小学科学
教学用书目录》中公布的教材。

对于起始年级自 2017 年开始
调整为一年级的小学科学课程，通

知指出，各编写出版单位根据新的
课程标准对现行小学科学教材进行
了修订，并增编一、二年级教材。
审定通过的增编教材从 2017 年小
学一年级开始使用，三至六年级使
用现行教材。

通知还明确，所有教材一律不
得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
类链接网址、二维码等信息，并要
求各地统筹安排，确保课前到书。

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历史等科目
教学必须使用规定教材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罗宇凡）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
中共中央纪委对第十八届中央委
员，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
中石化集团原党组书记、总经理苏
树林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

经查，苏树林严重违反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打探巡视
消息，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
织审查，违规提拔身边工作人员；为
了个人目的，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无
视组织原则，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
违规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巨额损失；
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长期安排有关单位公款支付
个人费用，公款接待亲友旅游，公车
私用，利用职务影响帮助亲属低价
购房。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巨额
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犯罪；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
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苏树林身为中央委员，完全丧
失理想信念，毫无党性原则和宗旨
意识，私欲膨胀，胆大妄为，严重
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
性质和情节极其恶劣，严重损害国
家利益，破坏了相关地方和单位的
政治生态，社会影响极坏，应予严
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
议审议，决定给予苏树林开除党籍
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批准，给
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十
八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线索及所涉款
物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给予其
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福建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中石化集团原
党组书记、总经理

苏树林严重违纪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
者徐博） 记者 4日从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经商中组
部、监察部，人社部近日发布了
关于贯彻执行《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处分暂行规定》若干问题的意
见。

人 社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
定》 自 2012年 9月 1日起施行以
来，部分地方和单位提出一些需

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出台意见是
为了落实中央从严管理干部要求，
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处分工作，妥
善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意见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被依法判处刑罚的，给予降低岗位
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其中，被
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给
予开除处分。行政机关任命的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被依法判处刑罚
的，给予开除处分。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存在违纪违
法行为，有关单位不处分或者不
按规定处理的，应当根据 《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 第
四 十 五 条 规 定 追 究 相 关 人 员 责
任。因上述情形造成办案期限超
过 12 个月的，由事业单位人事综
合管理部门或者主管部门责令相
关单位或部门在 1 个月内依法作
出处分决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受处分期

间交流到其他事业单位工作或者原
处分决定单位出现合并、分立等情
形的，由与其建立人事关系的新单
位执行原处分决定。

已经退休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涉嫌违纪违法的，不再作出处分决
定，但应当立案调查并按程序作出
调查结论，明确其应受处分的种
类。对于应当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
者撤职以上处分的，其养老保险等
相应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

事业单位处分工作意见出台
被依法判处刑罚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以上处分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罗
争光） 民政部 4 日发布消息，截至 4
日 9时的统计显示，自 6月 29日以来
的南方强降雨已致 11 省份 78 人死亡
失踪，超过1100万人受灾。

据 介 绍 ， 本 轮 强 降 雨 导 致 浙
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
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等省份遭受洪涝、滑坡、风雹灾
害。截至 7 月 4 日 9 时统计，上述 11
省份 61 市 （自治州） 1108.2 万人受
灾，56 人死亡，22 人失踪；2.7 万间
房屋倒塌，3.7 万间严重损坏，18.4
万间一般损坏；直接经济损失 252.7
亿元。

其中，湖南 692.1 万人受灾，34
人死亡，8 人失踪；广西 125.7 万人
受灾，16 人死亡，11 人失踪；江西
149.5 万 人 受 灾 ， 1 人 死 亡 ； 四 川
9200 余人受灾，3 人死亡，1 人失
踪；贵州 71.9 万人受灾，1 人死亡，
1人失踪。

针对南方暴雨，中央财政已于 3
日紧急下拨湖南、江西、贵州、浙江
等 20 个省份补助资金 18.8 亿元，帮
助地方全力做好暴雨洪涝等灾害救灾
工作。

此前，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针
对浙江、江西、湖南、贵州 4 省严
重暴雨洪涝灾害先后启动国家Ⅳ级
救灾应急响应，分别派出工作组赶
赴灾区查看灾情，向 4 省灾区紧急
调 拨 3300 顶 救 灾 帐 篷 、 3 万 床 棉
被、2.4 万张折叠床等中央救灾物
资，协助和指导做好自然灾害救助
工作。

强降雨致我国南方11省份超1100万人受灾
78人死亡失踪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
者陈芳 邓华宁） 新一轮科技革命
正在重塑世界经济结构和竞争格
局，中国的科研创新国际化趋势如
何？2015 年，我国国际合作论文发
文量达 7.1 万篇，跃升为全球第三。
国家科技评估中心等 3 日发布的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依
托文献计量学方法，对我国科研国
际合作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 10多

年间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发生了
“质”与“量”的双重转变。

报告负责人、国家科技评估中
心主任王瑞军介绍说，当前创新要
素开放性、流动性显著增强，我国国
际科研合作“走出去”道路不断拓
展。国际科研合作 10年来不仅合作
规模创造了新高，还发生了“质”的
飞跃，高被引论文中，中国科研工作
者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我国国际科研合作论文数量
升至世界第三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 谭谟晓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
意见》，这是一份完善社会养老
保障体系，发挥商业养老保险助
力“老有所养”作用的重要文
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4日接受
新华社记者专访，详细解读了这
份意见。

养老保障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意见指出，商业养老保险是
商业保险机构提供的，以养老风
险保障、养老资金管理等为主要
内容的保险产品和服务，是养老
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洪说，从国际上看，在养
老保障体系建设上一般采取政

府、企业、个人三方共担养老责任
的体系，也就是业内常说的“三支
柱”体系。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
险，由政府发起并承担责任，第二
支柱是企业年金，一般由企业发
起，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第三支
柱是个人自愿建立的完全积累制养
老金计划，商业养老保险是重要组
成部分。

他表示，在我国养老“三支
柱”体系中，基本养老保险“全覆
盖、保基本”的目标基本实现，但
二、三支柱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
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不
足，覆盖面很小，难以满足公众养
老保障需求。

商业保险机构有哪些用武之
地？黄洪认为，商业保险机构要发
展安全性高、保障性强、满足长期
或终身领取要求的商业养老年金保
险，并提供企业 （职业） 年金计划
等产品和服务，有序参与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
运营。监管部门将引导发展老年人
意外伤害、长期护理、住房反向抵
押等商业养老保险，逐步建立长期
照护、康养结合、医养结合等养老
服务保障体系。

他说，在健全多层次养老保障
体系方面，商业养老保险要发挥生
力军作用。

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准
备工作基本就绪

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是指允许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
投保人在个税前列支保费，等到将
来领取保险金时再缴纳个税，这是
一种通过降低投保人当期税务负担
的税收优惠。

这一税收优惠业内呼吁多年。
意见提出，落实好国家支持现代保
险服务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税收

优惠政策，对商业保险机构一年期
以上人身保险保费收入免征增值
税。2017 年年底前启动个人税收
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对于业内关注的产品设计问
题，黄洪表示，要坚持“收益保
证、长期锁定、终身领取、互助共
济”的设计原则，产品要透明、可
选择，老百姓投保缴费、产品收
益、保险公司收费等信息可随时查
询，防止销售误导。

“保险业已经基本做好了税延
养老保险试点的准备工作。”黄洪
说，在监管规制方面，已经有了一
个初步的框架；在示范条款方面，
有了一个初步的示范条款；在信息
技术保障方面，中国保险信息技术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了税延养老
保险试点的信息系统。

他说，一旦试点政策出台，保
险业能够比较有效地衔接政策落地
实施。

商业养老保险将为“老有所养”提供有力支撑

税延养老保险试点准备工作就绪

7月4日，武警水电二总队四支队官兵在防洪大堤上处置险情。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全面超警戒线。其中，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莲湖乡莲北圩堤

坝多处出现管涌、渗漏等险情。武警水电二总队四支队驰援一线，投入抗洪抢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