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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3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叙利
亚总统巴沙尔，就巴沙尔总统夫妇
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
总统先生和阿斯玛女士感染新冠病

毒，我和夫人彭丽媛谨向你和阿斯
玛女士表示诚挚的慰问，祝你们早
日康复。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定
支持叙利亚政府和人民抗击疫情，
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下，叙利亚人
民一定能够战胜疫情。

习近平向巴沙尔
致慰问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0 日电
（记者成欣）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10 日说，中国摆脱绝对贫困为世
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和平发展
作出历史性贡献。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致函中方，祝贺中国取得脱贫攻坚
全面胜利，称这一重大成就为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描绘的
更加美好和繁荣的世界作出了重要
贡献，中国取得的非凡成就为整个
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提供了激
励。请问中方脱贫攻坚的成功对世
界有何借鉴意义？

赵立坚说，消除贫困是人类共
同理想。作为一个占世界五分之一
人口的大国，中国摆脱绝对贫困，
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
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
就，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世界

范围内消除贫困、实现和平发展作
出历史性贡献。

赵立坚说，中国在致力于消除
自身贫困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减
贫合作。中方去年 9 月发布的《消除
绝对贫困 中国的实践》报告介绍
了一些中国深入参与国际发展合
作、帮助发展中国家破解发展瓶颈
的真实案例。在亚洲地区，中国与东
盟国家共同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
划，在老挝、柬埔寨、缅甸三国乡村
基层社区实施东亚减贫示范合作技
术援助项目。在非洲地区，中国为非
洲国家援建水利基础设施，打造农
业合作示范区，推进实施中非菌草
技术合作等项目。在南太平洋地区，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医疗等
技术合作援助项目。在拉美地区，援
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帮助受援国
当地民众摆脱贫困。“精准扶贫”“因
地制宜”等中国特色的扶贫理念正
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社会关注。

外交部：

中国摆脱绝对贫困为世界范围内
消除贫困作出历史性贡献

新华社北京 3月 10日电 （记
者刘奕湛）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 10 日
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
罪惩治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进
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
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保护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
益，促进社会诚信建设。

意见列举了虚假诉讼犯罪易发
的民事案件类型，包括：民间借贷
纠纷案件；涉及房屋限购、机动车
配置指标调控的以物抵债案件；以
离婚诉讼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
纠纷案件；以已经资不抵债或者已
经被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法人
和非法人组织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
件；以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为
当事人的离婚、分家析产、继承、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公司分
立、合并和企业破产纠纷案件；劳
动争议案件；涉及驰名商标认定的
案件；其他需要重点关注的民事案
件。同时，意见要求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当予
以重点关注。

同时，针对极少数司法工作人
员、律师等参与虚假诉讼问题。意
见强调，对于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
权参与虚假诉讼的，必须坚持刀刃
向内，依照法律法规从严处理，构

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
任；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司法鉴定人、公证员、鉴定员利用
职务之便参与虚假诉讼的，依照有
关规定从严追究法律责任。意见还
明确，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涉
嫌虚假诉讼犯罪案件有关材料前，
可以先行采取罚款、拘留等对妨害
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引导相关人
民法院进一步明确思想认识，及时
对实施虚假诉讼的民事诉讼当事
人、其他诉讼参与人采取强制措施。

意见还对建立健全虚假诉讼犯
罪惩治配合协作和程序衔接机制、
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
作了具体规定。对虚假诉讼犯罪线
索移送和案件查处的具体问题作了
规定。意见明确了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虚假诉
讼犯罪线索依法向公安机关进行移
送所需书面材料，以及接受案件的
公安机关审查后的具体处理方式和
相关时限要求。

据了解，虚假诉讼犯罪，是指
行为人单独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
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
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虚构民事
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
的行为。

两高两部出台意见

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

这是3月10日在印度孟买拍摄的潜艇服役仪式现场。印度第三艘“鲉
鱼”级攻击潜艇“卡兰杰”号10日开始在海军服役。 （新华社发）

印海军第三艘“鲉鱼”级潜艇服役

新华社上海3月10日电
记者 陈爱平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2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下降 0.2%。

“2 月份 CPI 同比下降，主要是
受春节错月和去年同期高基数效应
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
与价格研究所主任郭丽岩分析，在
2 月份 0.2%的同比降幅中，新涨价
影响约为 1.6 个百分点，去年价格变
动的翘尾影响约为-1.8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是
拉低 CPI 的重要因素。2 月份，食品
价格由上月的同比上涨 1.6%转为
同比下降 0.2%。食品中，受去年同
期基数较高影响，猪肉价格同比下

降 14.9% 。非 食 品 价 格 同 比 下 降
0.2%，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 0.15 个
百分点。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
据 看 ，2 月 份 ，CPI 比 1 月 份 上 涨
0.6%。

今 年 2 月 份 恰 逢 牛 年 春 节 假
期，各地消费旺盛。受节日效应及天
气等因素影响，部分商品和服务价
格环比上涨。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董莉娟介绍，食品中，受春节期间消
费需求增加和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
影响，水产品和鲜果价格环比分别
上涨 8.7%和 6.1%。非食品方面，居
民就地过年，文娱消费需求有所增
加 ，电 影 及 演 出 票 价 格 环 比 上 涨
13%；春节期间人工成本有所上升，

洗车、家政服务、美发和出租车费用
等价格环比均有上涨。

肉、蛋等商品价格环比由涨转
降。董莉娟分析，生猪出栏持续恢
复，猪肉价格由上月上涨 5.6%转为
下降 3.1%；天气转暖，蛋鸡产蛋量
提升，加之局部地区疫情好转后调
运渠道逐步畅通，鸡蛋价格由上月
上涨 11.1%转为下降 4.5%。

“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2%，同比由负
转平，反映出居民消费稳中向好，宏
观经济保持较强韧性。”郭丽岩分
析。

春暖花开，各地文旅消费活跃
起来。各地旅行社线下门店、度假型
酒店等，迎来大批游客。

消费持续升温，后期物价走势

如何？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
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居民消
费价格涨幅 3%左右。

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总水平将
保持平稳运行。交通银行金融研究
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学智分析，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需求改善
将带动新涨价因素上升，促进消费
价格水平企稳回升。但另一方面，随
着生猪生产供给的增长，猪肉价格
同比整体趋于下降。预计 CPI 维持
温和上涨。

郭丽岩认为，我国物价保持平
稳运行态势具有坚实基础。后期，
CPI 有望重新回到温和增长区间，
年内呈现“前低后稳”态势，全年小
幅上涨。

2月CPI同比下降0.2%
专家认为我国物价总水平将保持平稳运行

这是3月10日拍摄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博物馆 （无人机照片）。
大灾之后，玉树人从废墟中站起，迅速重建家园，脱贫奔小康。目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6市县全部脱贫摘帽，人均纯收入从 2015年的 2970

元增长到现在的7000元以上，社会主义新玉树巍然屹立在雪域高原，实现了“苦干三年跨越二十年”的目标。 （新华社发）

俯瞰新玉树俯瞰新玉树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
记者 姚均芳

近期，沪深交易所 IPO 排队企
业主动撤回数量增多，特别是在最
近一次现场检查名单公布后，80%
的“中签”企业选择了撤回。

注册制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是
关键。不管这些撤回企业是“心虚”
抑或是别的原因，但有一点是确定
的：随着监管制度的完善，发行人和
中介机构责任进一步压实，监管威
慑力凸显，想通过“撤回”逃避监管
恐怕很难，“一撤了之”“带病闯关”
行不通了。

科创板、创业板试点注册制改
革以来，成为吸引“硬科技”和创新
创业企业的热土。虽然审核注册平
均周期已经缩减到 5 个多月，但在
企业踊跃申报下，IPO 排队企业数
量仍快速攀升。

1 月 29 日，为加强首发企业信
息披露监管，证监会出台《首发企业

现场检查规定》，检查内容为首发企
业信息披露质量及中介机构执业质
量。2 天之后的 1 月 31 日，新一期首
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现场检查名单
公布，共有 20 家企业“中签”。

不过，短短十个工作日内，这
20 家企业中就有 16 家撤回材料，令
市场哗然。而根据现场检查规定，十
个工作日内撤回申请的企业不实施
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是监管部门书面审核
工作的必要补充。不少问题通过书
面检查很难发现，但在现场检查中
却容易“露馅”。规定的出台能够对违
法违规行为起到强大的震慑作用，避
免“带病闯关”等行为。而部分存在职
业操守欠缺、合规意识淡薄等问题的
中介机构也被戴上“紧箍”，迫切需要
提高自身职业道德水平及守法合规
意识来适应监管要求。

除了现场检查，交易所的保荐
业务现场督导也“劝退”了一批排队
企业。近两年来，上交所对 45 家科

创板发行上市审核项目的保荐机构
启动了现场督导，其中就有 37 家主
动撤回材料。2 月 3 日，上交所发布
现场督导指引，进一步强化保荐机
构等的核查把关责任。

在制度细化和责任压实后，“与
其被查出问题受罚，还不如早点撤
回。”这种想法可行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首发企业现场检查规定》立
法说明中，证监会就提到，如果发现撤
回企业存在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等明确线索情形的，仍
将实施现场检查，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与此同时，在撤回申请后十二
个月内再次申请境内首发上市的，
还将被列为现场检查对象。

在最新一期现场检查名单上，
9 家申报科创板企业中 7 家撤回，
11 家申报创业板企业中 9 家撤回。
对此，沪深交易所 2 月 26 日分别做
出回应，表示正在进行分析梳理，
对其中涉及信息披露和保荐机构
核查的若干问题重点关注。

交易所同时明确表态，对于现
场检查进场前撤回的项目，如发现
存在涉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重
大违法违规问题的，保荐机构、发行
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绝不能“一
撤了之”，也绝不允许“带病闯关”。

那么，现场检查的后续政策动
向是怎样的？证监会表示，将对发行
人信息披露及中介机构执业质量问
题进行分类处理，严格对保荐机构
的评价标准，加大奖惩力度，进一步
压实各方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政策对正
排队未过会企业和已过会企业一视
同仁。近期的主动撤回中，不仅有排
队企业，也有已过会企业，这显示注
册制下将构建起信息披露的全流程
监管体系。

下一步，沪深交易所还将充分发
挥现场检查、现场督导与审核问询的
监管联动机制，严把上市“入口关”。

随着现场检查、现场督导的常
态化和制度细化，发行人和中介机
构责任不断压实，业内预计 IPO 排
队企业主动撤回材料也将成为常
态。一方面严把上市“入口关”，“劝
退”瑕疵企业，督促中介机构更加尽
职尽责，另一方面支持符合条件的
优质企业上市，注册制下的市场约
束机制将在磨合中不断形成。

注册制下信息披露真实性是关键

“一撤了之”“带病闯关”行不通了
3 月 9 日，在河北省曲周县一

家创意农业园区，游客在体验蔬菜
采摘。

近年来，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
依托当地农业、旅游资源，积极推
动生态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融合发

展，打造集旅游观光、教育科普和
农事体验于一体的“农旅融合”生
态农业综合体，辐射带动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农村发展注入新
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新华社发）

农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

据新华社北京3月10日电（记
者姬烨 高鹏 王梦）国际奥委会
第 137 次全会 10 日以视频会议的形
式召开，在国际奥委会主席选举中，
作为唯一候选人的巴赫成功连任，
这位 67 岁的德国人将继续执掌这
一全球最大体育机构至 2025 年。

受疫情影响，继去年 7 月首次
线上举行国际奥委会全会之后，本
次全会又一次线上进行。在主席选
举阶段，国际奥委会委员线上投票，
总共 98 张选票中，93 票支持、1 票反
对、4 票弃权。最终，巴赫成功连任。

连任之后的巴赫通过视频，用
九种语言向全体委员和全球媒体说

“感谢”。他说：“我要从心底表示感
谢，考虑到我们面临的改革和困难，
这一声感谢更加发自肺腑。我说过，

希望用我的竞选格言‘在多样性中
寻求统一’来领导国际奥委会。我的
大门和内心永远向你们敞开，我期
待在后疫情时代实现更大目标。”

巴赫还提议说：“在奥林匹克格
言‘更快、更高、更强’的基础上，我
想请大家一同讨论，可否再加入一
个‘在一起’？”

接下来，摆在巴赫面前的最大挑
战，是确保延期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
会可以举行。巴赫“在一起”的这一提
议，无疑也是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共
克时艰。他表示：“在这个时刻，我们
没有理由怀疑（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将在7月23日举行。国际奥委会正全
力以赴，让延期的东京奥运会成为人
类克服疫情过程中，一届象征和平、
团结与坚韧的安全盛会。”

巴赫连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