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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
胡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4日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航天局副局长、探月
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就嫦娥四号任务

情况及我国后续深空探测计划进行了
介绍。他表示，中国将继续实施月球探
测工程，突破探测器地外天体自动采样
返回技术，2019年年底前后将发射嫦娥

五号，实现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探
月工程将实现“绕、落、回”三步走目标。

月球探测和深空探测是人类走出
地球家园、探索外层空间的必然选择。
吴艳华介绍，实施探月工程以来，中国
在深空探测领域逐步取得了一定成绩。

2013年12月，嫦娥三号首次实现
中国航天器在地外天体软着陆，完成月
球表面巡视探测，2014年11月，月球探
测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圆满成
功；2019年1月，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月
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实现人类探测
器在月球背面首次软着陆，开展原位和
巡视探测以及地月L2点中继通信。

吴艳华表示，随着探月四期工程拉
开帷幕，后续还将发射嫦娥六号等月球
探测器，按计划执行月球极区探测和月
球南极采样返回等；嫦娥七号计划执行
月球南极综合探测，包括地形地貌、物
质成分等。

“嫦娥八号，我们计划进行更多关
键技术的月面试验。包括要不要在月
球建立科研基地或科研站、月面如何进
行3D打印、能否利用月壤建造房屋等，
为共同构建月球科研基地进行探索。”
吴艳华说。

此外，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施
火星探测、小行星、木星探测等四次深
空探测任务，预计2020年首次发射火
星探测器，实施火星环绕着陆巡视探
测，后续还计划开展火星采样返回、小
行星探测、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等三
次任务。

● 中国预计2020年首次发射火星探测器，计划在2030
年前实施火星探测、小行星、木星探测等四次深空探测任务

● 我国还将发射嫦娥六、七、八号，嫦娥八号将进行更
多关键技术的月面试验，包括要不要在月球建立科研基地或
科研站、月面如何进行3D打印、能否利用月壤建造房屋等

实现月球区域软着陆及采样返回

2019年我国将发射嫦娥五号

本报讯 （记者 杨骏 实习
生 唐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1月14
日发布消息称，经市政府批准，重庆新
增一批市级历史文化名镇、街区和传
统风貌区，包括万州区走马镇、潼南区
上和镇、涪陵区新妙镇等7个镇，渝中
区中山四路、长寿区三倒拐、北碚区澄
江老街等3个街区和渝中区鲁祖庙1
个片区。

据悉，目前重庆共有53个历史文
化名镇，9个历史文化街区，20个传统
风貌区。这些名镇、街区和风貌区对
传承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特征、充
实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本次申报成功的7个镇、3个街区
和1个片区，反映了重庆城乡发展的
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具有较高的建
筑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

按照《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条例》，本次申报成功的地
区，下一步将由当地政府组织开展设
置保护标志牌、测绘、保护规划编制等
工作。

● 7个历史文化名镇：万州区走马镇、万州区柱山乡、潼南区上和镇、涪陵区新妙镇、
荣昌区清江镇、綦江区中峰镇、垫江县高安镇

● 3个历史文化街区：渝中区中山四路、长寿区三倒拐、北碚区澄江老街
● 1个传统风貌区：渝中区鲁祖庙

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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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中山四路。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供图）

新时代，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唯改革创新者胜。

规范执法司法权运行、健全政法
机关组织体系、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2018年以来，全国政法领域改革
不断向纵深推进，推动完善公正高效权
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

筑牢公正司法防线

2018年8月20日，全国首家金融
法院——上海金融法院正式挂牌。成
立首月，该院受理案件标的总额超100
亿元。

从组建专业化金融审判团队，到审
判团队实行自主管理实现审判效能最
大化，上海金融法院已成为我国积极探
索构建新型金融审判工作机制的一大
标志。

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是司法
体制改革的不泯初心。新时代政法领
域改革，无疑将触及更深层次利益格局
调整和制度体系变革，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最高法、最高检围绕推动庭审
实质化，不断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

——公安部打造全面覆盖、有机衔
接、闭环管理的执法全流程记录链条。

——司法部推动建设新型监狱体
制，探索完善监狱和社区矫正相互衔
接、统一协调的刑罚执行体制。

……
一年来，政法领域改革已从法院、

检察院拓展到党委政法委、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从破解

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效能的体制机
制问题，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
制度体系；从主要由各单位分别部署推
进，向更加注重统筹部署、一体推进转变。

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
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公安机关全流
程记录拓展至接报案登记、讯问录音录
像等执法办案各环节……执法司法权
规范有序运行，筑牢公正司法防线，政
法机关公信力得到有效提升。

破难题、补短板、强弱项

2018年9月22日，47万余人走进
首次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场，
已有16年历史的司法考试正式被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取代。

从“司考”到“法考”，一字之变蕴含
着我国法律人才培养体系的深刻变革，
是2018年以来我国政法领域改革的一
个生动注脚。

事不避难，不断筑牢司法责任制的
基石——

员额制改革，让法官、检察官“重新
洗牌”，被视为改革的“试金石”。时至
今日，员额遴选已经实现常态化。最高
人民法院就员额法官交流任职政策印
发答复口径，不少地区专门出台员额退
出管理办法，“有进有出、能上能下”的
员额动态管理机制逐步建立。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法院和地方检
察机关分别遴选员额法官、员额检察官
12.35万名、7.07万名，分别占中央政法
专项编制的33.8%、35.8%，专业化建设
成效显著。司法人才集中到一线，办案
团队结构不断优化，办案生产力得到极
大解放。

直面司法实践中的突出问题，护航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2019年1月9日，最高法对原审被

告人赵明利诈骗再审一案公开宣判，改
判赵明利无罪，拉开了新一年政法机关
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序幕。

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民法院切实
转变司法理念，加大甄别纠正涉产权
案件力度；检察机关规范办理涉民营
企业案件执法司法标准，防止刑事打
击扩大化；司法行政部门坚决摒除随
意检查、多重检查、重复处罚等执法歧
视行为……政法机关出实招、破藩篱，
推动形成更加公平正义的市场环境和
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让民营企业吃下

“定心丸”。
围绕健全权责一致的司法权运行新

机制，政法机关机构改革蹄疾步稳——
司法部重新组建，整合司法部和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的职责，加强党对法治
政府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

最高人民检察院内设机构迎来“重
塑性”变革，新设立十个检察厅分别取
代了原有的侦查监督、公诉、民事行政
检察等业务部门，刑事办案机构将实行
捕诉一体新办案机制。

北京、广州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
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知识产权法庭先后
挂牌成立，进一步完善法院组织体系和
相关审判工作机制。

……
破难题、补短板、强弱项，一个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政法机构
职能体系，正渐行渐近。

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司法需求

2018年6月28日，最高人民检察
院正式启用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

大厅，统一受理群众控告、申诉和举报，
受理和审核案件等事项。

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在
12309检察服务中心，老百姓“只进一个
门”就能办成事。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民
主、法治、公平、正义新需求，是政法机
关深化改革的根本动力。

中国法律服务网用户访问量突破
9500万人次、全国县（市、区）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覆盖率达99%、公安部20项
交通管理“放管服”改革举措落地、人民
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提档升级……这一
年，政法机关以问题为导向，直面人民
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不断提供
更优质、高效、贴心的法律服务，用法治
的力量温暖每个人的心田。

让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是政法机
关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

这一年里，全国各级法院依托中国
庭审公开网累计直播案件庭审已超过
200万场，网站总访问量超过130亿次。

这一年里，检察机关持续加大刑事
申诉案件公开审查力度，进一步扩大案
件范围、简化操作程序，以“看得见”的
方式实现司法公正。

这一年里，司法部举办首届开放日
活动，律师、基层人民调解员、在校学
生近距离接触司法行政部门业务工作，
拉近了政法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心”距
离。

“这些前所未有的改革突破与现实
变化，源自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
理念，倾听人民的呼声，从基础和根本
上改起，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
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让公平正义更加可触可感
——回望我国政法领域改革一年间

新华社记者 罗沙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4 日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

《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是社
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
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
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
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
重要途径。大力实施消费扶贫，
有利于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
区产品和服务消费，助力贫困地
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意见》明确，要动员社会各
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
费，推动各级机关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等带头参与消费扶贫，推动
东西部地区建立消费扶贫协作机
制，动员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
与消费扶贫。要大力拓宽贫困地
区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打通
供应链条，拓展销售途径，加快流

通服务网点建设。要全面提升贫
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
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提
升农产品规模化供给水平，打造
区域性特色农产品品牌。要大力
促进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提质升级，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提升服务能力，做好规划设
计，加强宣传推介。

《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和地
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实化相
关政策举措，营造全社会参与消
费扶贫的良好氛围。要完善利益
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在农产品销
售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的参
与度。要加大政策激励，对参与
消费扶贫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人，采取适当方式给
予奖励激励。要强化督促落实，
将消费扶贫工作开展情况作为考
核中央单位定点扶贫、东西部扶
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内
容。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深入开展消费扶贫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新华社沈阳 1 月 14 日电
2019年1月14日，辽宁省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对加拿大籍被告人
罗 伯 特·劳 埃 德·谢 伦 伯 格
（ROBERT LLOYD SCHEL-
LENBERG，以下简称谢伦伯格）
走私毒品案依法进行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并当庭宣判，以走私毒品
罪判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
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18年11月20日，大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走私毒品罪
判处谢伦伯格有期徒刑十五年，
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十五万
元，驱逐出境。谢伦伯格不服，提
出上诉。12月29日，辽宁省高
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出庭检察员认
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为从犯和
犯罪未遂并从轻处罚明显不当，
经审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
定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
判。大连市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
了新的犯罪事实。大连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
此案公开开庭审理。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
查明：凯姆、史蒂芬与“周先生”
（均在逃）等人实施有组织的国际
贩毒活动，控制着中国境内平安
银行、招商银行的两个账户，为其
毒品犯罪提供资金支持。2014
年10月中旬，凯姆雇佣翻译许某
为其工作，指使许某到大连市租
赁仓库、订购轮胎，接收“周先
生”、简祥荣（因运输毒品罪、非法
持有毒品罪被另案判处无期徒
刑）从广东省运往大连市的藏有
222包冰毒的20吨塑料颗粒并
放入仓库，同时告知许某，将委派
一名外籍人士处理此批货物。
11月19日，凯姆指派谢伦伯格
到大连与许某会合，拟将毒品藏
匿在轮胎内胆中走私至澳大利

亚。此后，谢伦伯格要求许某带
其购买了用于将毒品与轮胎内胆
重新包装的工具，订购了轮胎、内
胎和二手集装箱。谢伦伯格查看
货物、评估工作量后，将船期由
11月更改为12月。27日下午，
谢伦伯格给麦庆祥（因运输毒品
罪被另案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
行）打电话，要求其帮助另找仓库
存放毒品。麦庆祥随后给大连仓
储经营商户打电话联系仓库事
宜。29日，许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谢伦伯格察觉后，于12月1
日凌晨离开酒店前往大连机场准
备逃往泰国。途中，谢伦伯格扔
掉手机 SIM 卡、更换新的 SIM
卡。当日13时，飞机经停广州
时，谢伦伯格被公安机关抓获。
经鉴定，公安机关查获的222包
冰毒净重222.035千克。

经审理还查明，2014年 11
月中旬至12月初，“周先生”指使
简祥荣两次雇车将混装有毒品的
货物从广州运至杭州，简祥荣、史
蒂芬、麦庆祥分别负责接运。12
月5日，公安机关将麦庆祥抓获，
查扣501千克冰毒。在上述犯罪
期间，凯姆、史蒂芬与“周先生”等
人控制的两个账户多次向简祥
荣、麦庆祥等人账户转款用于相
关支出。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
被告人谢伦伯格参与有组织的国
际贩毒活动，伙同他人走私冰毒
222.035千克，其行为构成走私
毒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
名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且系犯
罪既遂。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
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严重危
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的有关规定，以走私毒品罪判
处被告人谢伦伯格死刑，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劳埃德·谢伦伯格
因犯走私毒品罪被依法判处死刑

92号汽油今起每升涨0.08元
➡1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物价部门获悉，根据国家发改委统

一安排，从1月15日0时起，我市成品油价格调整。其中92号汽油价格
由之前的6.52元/升涨至6.60元/升。本次调整后，我市 95 号汽油价
格，由之前的6.89元/升涨至6.98元/升；0号柴油价格，由之前的6.13
元/升涨至6.22元/升。 （记者 白麟）

快读
超30万亿元！我国2018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创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 14 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 2018 年外贸进出口总值
30.51万亿元，比2017年的历史高位多出2.7万亿元，同比增长9.7%，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 （据新华社）

天津权健公司束某某等16人被依法批准逮捕
➡记者从天津市检察机关了解到，2019年1月13日，天津市武清

区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束某某等16名犯罪嫌疑人，经审查证据材料，告知犯罪嫌疑人
诉讼权利并讯问犯罪嫌疑人后，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依法
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据新华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将重庆
日报部分行业广告代理权实行公开招投标，欢迎拥
有相关资质、意向和客户资源的广告公司参与报
名。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招标项目
重庆日报通讯、汽车行业及非商业类行业品牌

形象广告，重庆日报农村版全行业。
代理期限：至2019年12月31日。
二、投标人资质要求
1.凡符合《广告法》，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核

准，允许从事广告投放业务并满足招标文件的资格。
2.具有相应经济实力。
3.具有一定的广告策划能力和经验。
三、报名时须提供下列证件
1.企业简介（包括单位名称、成立时间、代表人名

称、住所、办公地址、联系方式、注册资本、股东结构等）。
2.通过年检的企业营业执照、广告经营许可证

和税务登记证（提供复印件）。
3.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投标确认书（提供原

件）。代表人不能到场的可委托代理人，代理人须持

身份证（提供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提供原件）。
4.上述复印件均需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所有原

件在报名时需提供，备查）。
四、报名时间和地点
1.报名时间：2019年1月18日至1月20日上午

9：00至11：30、下午2：00至4：30。
2.报名地点：重庆渝北区空港新城同茂大道416

号。
3.联系人：马老师，电话：63907099。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日报广告代理招标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润都7号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40014
许可证流水号：37551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红叶
路29号润都7号1幢负1-商业3
邮编：400000 电话：023-63111102
成立日期：2014-06-30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江北珠江太阳城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40017
许可证流水号：37551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江北区
北城二路45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3897710
成立日期：2014-06-30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渝北东原黄山大道东社区支行

机构编码：B0007S350040015
许可证流水号：37551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雪松路7号附40号

邮编：400000 电话：023-63063365
成立日期：2014-06-30
发证日期：2014-06-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重庆新增一批市级历史文化名镇、街区和传统风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