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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2月12日就俄罗斯客
机坠毁事件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
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惊悉
贵国一架客机坠毁，造成全体乘客
和机组人员不幸遇难。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
名义，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
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同情
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
此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
电。

就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

习近平向普京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2 日电
（记者田晓航 王宾） 新一轮医改
启动至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医疗
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
改办主任王贺胜 12日表示，我国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过 13.5 亿
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王贺胜当天在国务院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7 年
我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450元；医保目
录新增 375个药品，保障范围不断
扩大，报销比例不断提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疾病应急救助、慈善救助、
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紧密
衔接，构成多元化多层次全民医保
体系。”王贺胜说，在基本医保普
惠的基础上，我国建立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制度，覆盖10.5亿人，大病
患者合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平均提
高 12 个百分点左右。2013 年启动
建立的疾病应急救助制度已累计救
助近70万人次。

王贺胜还介绍，超过 200个城
市实行按病种付费的病种数在 100
个以上。此外，我国开展全国跨省
异地就医费用直接结算，让群众看
病少跑腿、少垫资。

国家卫计委：

全国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数超过13.5亿

新华社北京 2月 12日电 （记
者史竞男） 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
办、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
公室近日作出部署，2 月上旬至 4
月下旬进一步开展针对网络直播平
台传播低俗色情暴力等违法有害信
息和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的
集中整治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网络直播中低
俗媚俗、斗富炫富、调侃恶搞、价值
导向偏差等问题比较突出。境外一
些所谓儿童“邪典”动漫游戏视频在
境内传播扩散，严重危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在前段时间排查工作基
础上，相关部门将组织开展全面清
查，对未获得相关直播服务资质的
直播平台和频道，依法予以取缔；对

具备运营资质、传播违法违规和不
良内容的，责令删除相关内容，问题
突出的直播频道和直播间，立即下
线整改。对违法违规情节严重的互
联网站，依法予以关闭；涉嫌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组织对隐患
问题多、用户数量大的网络直播、动
漫、游戏、视频企业，分类别进行约
谈警示，督促落实主体把关责任，展
现新气象、传播正能量。

春节前，多部门依法查处、集
中曝光一批网络直播、动漫、游
戏、视频违法违规典型案件和主体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互联网企业。积
极鼓励和引导互联网企业举办“网
络过大年”“民俗直播”等活动，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

中宣部等部委作出部署
开展网络直播违法违规行为和儿童
“邪典”动漫游戏视频集中整治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曹滢 底东娜 韩家慧

春节将至，中央纪委对 8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
题进行公开曝光，再次表明“四
风”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反弹回
潮隐患不容忽视。中纪委重申，
要保持纠正“四风”工作高压态
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四风”易变易行，目前又
有哪些新动向新表现？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上，深化作风建设蕴含
哪些新的寓意？

岁末大考，让形式
主义无处遁形

2017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
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
出重要指示，对各地各部门和各
级领导干部继续加强作风建设提
出明确要求。这是在新起点上的
再部署、再出发，向全党发出驰
而不息纠正“四风”、改进作风
的行动号令。

岁末年初，正是各地各部门
工作进入写总结、下任务的时
期。这一阶段的工作特点，决定
了更要注意防止出现以会议落实
会议，大搞“材料政绩”，表态
多、落实差，走过场、事难办等
现象，防止把真正需要解决的问
题、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
项，从年前拖到年后，从年初推
到年底。

西部省份一位分管扶贫工作

的副县长接受记者采访时忍不住吐
槽：县里正大力推进一个易地搬迁
扶贫项目，最“恼火”的是杂事太
多，汇报材料一摞摞，来检查的人
一拨拨，可工程过半了拨款还没走
完程序，做事的人成天疲于迎检、
催款。

中纪委将于 2018 年开展扶贫
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
作。这次专项治理重点之一正是脱
贫攻坚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盲目决策、弄虚作假、数
字脱贫、虚假“摘帽”等，将受到
严肃处理和坚决纠正。作风建设将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的
纪律保证。

北京市一位街道办事处工作人
员说：“开会少点、评比少点、材
料少点，报批流程简单点，多下去
听听群众的实际需求，集中力量主
攻关键任务，这就是我理解的新
风。”

廉洁过年，反对奢靡
享乐无假期

节假日期间，受传统观念、社
会习俗等因素的影响，多发生大操
大办婚宴问题，岁末年初更是公款
吃请送礼、违规发放津补贴的风险
高发期。因此每到节前，纪检监察
部门便加大通报曝光力度，意在给

“节日病”打“预防针”。
2017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

纪委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成果，确保 2018 年元旦春节
风清气正。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要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严肃查处“节日腐败”问题，
有针对性地治理在机关或企业食
堂、内部宾馆和培训中心等公款吃
喝，在高档小区或写字楼“一桌
餐”接受吃请，以各种名义套取资
金用于吃喝送礼，通过驻京办或驻
省会城市办事处等机构安排年底宴
请、送年货节礼，接受管理和服务
对象安排的宴请和旅游等隐性变异
的违规问题。

2017 年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1008 起，处理
71644 人。这些数据和案例提醒我
们，奢靡享乐之风有改头换面、隐形
变异的新动向，一些党员干部在持
续高压下仍顶风违纪，心存侥幸踩
踏红线，纠正“四风”不能停歇。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廉政与
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认为，每逢
年节发通知、曝光提醒，集中火力
打击不正之风，慢慢就会形成风清
气正的社会氛围。党员干部必须认
识到反“四风”的深刻内涵，提高
政治站位和政治自觉。

改作风，树新风，新风是“以
信仰之坚，破心中之贼”，形成

“不想腐”的自觉。
过勇认为，“四风”问题不是

鸡毛蒜皮，也不是“小节”；反“四风”
不是短期行为，不是阶段性任务，任
何人不能抱以侥幸心理。

深化改革，让弄虚作
假没市场

有的地方热衷造“盆景”，树
“样板”，甚至伪造数字，以期在年

度考评中博得好成绩。在过去的政
绩考核体制和观念影响下，“官出
数字、数字出官”之风悄然滋生。

宁夏石嘴山市环保局大楼寒冬
时节变“冰雕”一事引起社会各界
热议。这座大楼顶部有一处国控空
气质量监测探头，相关人员用雾炮
车朝大楼喷雾抑尘，人为干扰空气
监测采样。结果，持续严寒低温让这
一行为定格在了冰冻时刻，成为对
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的绝妙讽刺。环
保部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希望地
方确实要端正政绩观，在改善环境
质量上下功夫。绝对不能在环境监
测数据上打歪主意，动手脚。”

改作风，树新风，新风是“干
在实处”，是以问题为导向。评判
工作成效，要看如何把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真正落到实处，是否抓住
主要矛盾立行立改。

2018 年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开
局之年。时至今日，各项改革在深
水区中奋力前行，啃硬骨头容不得
摆花架子，更容不得急躁速成。少数
党员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
气，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弄虚
作假、不干实事行为，实质正是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告诫的“两面人、两面
派”。口是心非的“两面人”，对党的
事业危害性极大，必须及时把他们
鉴别出来，清除出去。

清土壤、拔病根，涵养正气、树
立新风，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反四风、树新风，新起点上再出发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记者 刘开雄 王淑娟

杰文津 吴燕婷

2017年 9月，中国人民银行
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叫停
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随后，
2018年1月，互联网金融风险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央行营业管理部等
部门先后连发三文，再次强化对
虚拟货币监管。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
前 ， 虚 拟 货 币 交 易 转 入 “ 地
下”，数十个交易平台提供点对
点的场外交易。

禁令下多个交易平
台提供场外交易

近日，记者在一家名为“火
币网”的网站注册登录。该平台
提供虚拟货币的场外点对点交易
服务，也就是说有买币和卖币需
求的人，可以到平台上发布消息，
然后约定付款方式完成交易。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去年9月
我国开始对ICO和比特币交易进
行清理，但是，目前仍有数十个类
似“火币网”的场外交易平台十分
活跃。据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
术专家委员会发布的监测报告显
示，截至 2017年 11月 25日，支持
比特币兑人民币的C2C场外交易

平台21家，服务器均在境外。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微信

群、QQ群也成了虚拟货币地下交
易信息发布的阵地。来自上海的曾
先生介绍，他加入的几个虚拟货币
交流群，每天有几百条买卖询报价
的信息。近日，比特币等虚拟货币
的行情断崖式下跌，而这些群里则
是“抄底”之声不绝于耳。

仍有不少人幻想“一
夜暴富”

2018 年以来，虚拟货币行情
上演“大跳水”。2 月以来，比特

币 连 创 新 低 ， 一 度 跌 破 6000 美
元，较去年约 2万美元的高位跌去
了 70％ 。 以 太 币 也 同 样 下 跌 惨
烈。然而，一些人认为这只是暂时
现象，虚拟货币会卷土重来。

——“一夜暴富”的羊群心理
作祟。“目前 ICO 的市场状态可以
形容为羊群心理。”上海大学科技
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孟添说，很多投
资者不了解 ICO 是什么，甚至对于
区块链、比特币的了解也很少。孟添
认为，越来越多的伪金融创新利用
ICO 这样的模式，以此为幌子非法
集资，对公众造成了投资虚拟货币
可以“一夜暴富”的从众心理。

——花样翻新试图绕过监管。目
前，部分 ICO 项目绕道国外继续经
营，其机构的设立以及代币的发行与
交易名义上在国外，但是实际上的项
目、责任人和投资人都在国内。

“币币交易”也成为绕过监管
的新花样。深圳一位比特币投资者
范源透露：“去年 9 月份之后，比特
币交易采取‘币币交换’的方式在场
外进行。买家先在场外用人民币购
买一些代币，如以太币等，再回到平
台上拿以太币等换取比特币。”

“禁令”应升级，实施
穿透式监管

根据现有监管政策，任何场景
下各种场内外代币融资交易平台或
者媒介都不得进行人民币与任何形
式的虚拟货币的直接交易，也不允
许平台以中介形式进行撮合交易。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
长黄震教授认为，当前，监管层应
当更深刻认识虚拟货币有跨境、跨
领域流动的特点，提高监管规范的
法律效力层级。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
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杨东认为，有
必要加强账户监管和外汇监管，实
施“一竿子插到底”的穿透式监
管。考虑建立黑名单制度，无论其
运营主体和主要负责人国籍如何，
都将其主体和相关责任人列入黑名
单，禁止或部分限制其今后在境内
开展活动、从事相关金融业务。

虚拟货币行情“大跳水”、监管加码

但为啥仍有人转入地下“死磕”到底？

据新华社西昌2月12日电 2
月 12 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
一号上面级），成功发射第五、六
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经过 3个多小时飞行后，卫星
进入预定轨道。据介绍，后续将进
行集成测试与试验评估，并与此前
发射的四颗北斗三号卫星进行组网
运行。

根据计划，2018 年年底前后
将发射18颗北斗三号卫星。

图为发射现场。
（新华社发）

“一箭双星”
我国成功发射两

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
卫星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2月
10 日 18 时许，香港新界大埔公路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公交双层
巴士失事侧翻，造成 19 人死亡、
60 多人受伤。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迅速采取应急措施予以处置。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在第一时间了解有关伤亡和救助
情况，指示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

负责人向林郑月娥行政长官转达他
对此次事故遇难者的哀悼、对遇难
者家属及受伤者的亲切慰问，并要
求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全力做好遇
难者善后、受伤者救治及其家属抚
慰等工作。习近平还对香港特别行
政区政府及时开展有关应急处置工
作予以肯定。

李克强、张德江也请中央政府
驻香港联络办转达哀悼和慰问。

香港大埔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习近平向遇难者表示哀悼
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者表示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