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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18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
网 络 诈 骗 违 法 犯 罪 工 作 的 意 见》

（以下简称 《意见》），对加强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作
出安排部署。

《意见》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统筹发展和安全，强化系统观
念、法治思维，坚持严厉打击、依
法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有机统一，坚持打防结合、防范为
先，强化预警劝阻，加强宣传教
育，坚持科技支撑、强化反制，运
用科技信息化手段提升技术反制能
力，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加

强行业监管，强化属地管控，坚持
广泛动员、群防群治，发动群众力
量，汇聚群众智慧，坚决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使人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建设更高水
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作出贡
献。

《意见》 要求，要依法严厉打
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坚持依
法从严惩处，形成打击合力，提升
打击效能；坚持全链条纵深打击，
依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以及上下游
关联违法犯罪；健全涉诈资金查处
机制，最大限度追赃挽损；进一步
强化法律支撑，为实现全链条打
击、一体化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加
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积极推动涉

诈在逃人员通缉、引渡、遣返工
作。

《意见》 要求，要构建严密防
范体系。强化技术反制，建立对涉
诈网站、APP 及诈骗电话、诈骗短
消息处置机制；强化预警劝阻，不
断提升预警信息监测发现能力，及
时发现潜在受害群众，采取劝阻措
施；强化宣传教育，建立全方位、
广覆盖的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开展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知识进
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学校、
进企业活动，形成全社会反诈的浓
厚氛围。

《意见》 要求，要加强行业监
管源头治理。建立健全行业安全
评估和准入制度；加强金融行业
监管，及时发现、管控新型洗钱
通道；加强电信行业监管，严格

落实电话用户实名制；加强互联
网 行 业 监 管 ； 完 善 责 任 追 究 制
度，建立健全行业主管部门、企
业、用户三级责任制；建立健全
信用惩戒制度，将电信网络诈骗
及关联违法犯罪人员纳入严重失
信主体名单。《意见》 还要求，要
强化属地管控综合治理，加强犯
罪源头地综合整治。

《意见》 强调，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加强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力
量资源，建立职责清晰、协同联
动、衔接紧密、运转高效的打击治
理体系。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
业主管部门要全面落实行业监管主
体责任，各地要强化落实属地责
任，全面提升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
骗违法犯罪的能力水平。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

新华社安卡拉 4 月 18 日电
（记者熊思浩）土耳其国防部长阿
卡尔 18 日发表声明说，土耳其军
队当天凌晨对盘踞在伊拉克北部
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实施了越境
陆空联合打击行动。

声明说，在炮击库尔德工人党
目标的同时，土耳其特种部队在直
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下，从陆地进
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与此同时，土
耳其战机空袭了库尔德工人党武

装设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些掩蔽所、
地堡、洞穴、地道、弹药库以及指挥
部。

库 尔 德 工 人 党 成 立 于 1979
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
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
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其武装人
员现多聚集在伊拉克北部和叙利
亚北部。土耳其将该组织视为恐怖
组织，多次越境打击伊拉克和叙利
亚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目标。

土越境打击伊北部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据新华社基辅 4 月 17 日电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17 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
不会以放弃东部领土来换取与俄
罗斯结束战争。报道说，泽连斯基
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

时说，乌军已做好准备在顿巴斯地
区作战，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将影响
整个战争走向。他说，虽然俄军撤
离了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州，但这并
不意味着俄军一旦占领顿巴斯地
区便不会再次前往基辅。

乌克兰总统称不会放弃乌东部领土
4月18日，游客在国家植物园入口处参观。作为国家植物园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国家植物园当日在北京正式揭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
再次迈出新步伐。此次设立的国家植物园，是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南园） 和北京市植物园 （北园） 现有条件的基础上扩容增效整合而成，
总规划面积近600公顷。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国家植物园正式揭牌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吴雨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
汇管理局出台 23 条政策举措，从支
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
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加
强金融服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
度。这些举措将为哪些群体带来利
好？又将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助力？

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更趋复杂
严峻，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
的特点，对经济运行的冲击影响加
大。当日发布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提
出 23 条政策举措，进一步加强金融
服务、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初期，人
民银行曾于 2020 年会同相关部门
及时出台了 30 条金融措施，为疫情
防控和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
有 力 支 持 。人 民 银 行 相 关 人 士 介
绍，此次出台的 23 条金融举措，既
有此前有力政策的延续，也有针对
当前困难和问题新增的举措，还对
一些不适合当下情况的政策进行
了调整。

在金融部门看来，纾困是当下
金融举措着力点。此次推出多条举
措着重发挥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
双重功能，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行
业、企业、人群等金融支持。

通知指出，为受疫情影响较大
的行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通
知提出，适时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
额度，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
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住宿餐饮、批
发零售、文化旅游等接触型服务业
及其他有前景但受疫情影响暂遇
困难行业的支持力度。

温暖市场主体，才能稳定发展
预期。当前，一些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面临经营成本上升、人工租金上涨
等资金压力，融资难题依然突出。

对此，新出台的举措聚焦小微
企业等受困市场主体：发挥好普惠
小微贷款支持工具作用，对符合要
求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增量提供
激励资金；不仅将原用于支持普惠
小微信用贷款的 4000 亿元再贷款

额度继续滚动使用，还提出必要时
可进一步增加额度；引导金融机构
提升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进一
步提高新发放企业贷款中民营企
业贷款占比。

“关于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信
贷增长情况，我们对 21 家全国性银
行按季度进行评估，利用相关政策
工具，力保这两类市场主体的新增
信贷持续增长。”人民银行金融市
场司有关人士强调，金融机构要积
极支持受困企业抵御疫情影响，不
得盲目限贷、抽贷、断贷。

人民银行还明确了金融支持
的受困人群：例如，因感染新冠肺
炎住院治疗或隔离人员、疫情防控
需要隔离观察人员以及受疫情影
响 暂 时 失 去 收 入 来 源 的 人 群 ；又
如，出租车司机、网店店主、货车司
机等灵活就业主体。

金融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
有重要作用。新出台的举措中，有
的与重要农产品产销、能源供应有
关，有的涉及物流航运，有的旨在
强化对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企业的
支持。而这些金融举措背后，是一
项项货币政策工具发挥功能：优化
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
款，抓实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用
好用足民航应急贷款等工具，设立
科技创新再贷款⋯⋯

在市场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和
平台经济领域，此次金融举措明确
了支持方向。

通知提出，合理确定辖区内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最低贷款利率要求；加大对
优质项目的支持力度，保持房地产
开发贷款平稳有序投放；适度加大
流动性贷款等支持力度，满足建筑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引导平台企业
依法合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

“金融机构要区分项目风险与
企业集团风险，不盲目抽贷、断贷，
不搞‘一刀切’。”人民银行金融市
场司有关人士表示，要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
标，因城施策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

23条金融举措出台
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再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