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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连线

泰国国家铁路局29日在曼谷
火车站举行新客运列车试运营仪
式。这批产自中国的新列车投入运
行后将极大提高泰国火车的舒适
度与现代化程度，预计新列车将于
10月正式投入曼谷-清迈线运营。

试运行仪式上， 泰国交通部长
阿空介绍， 本次泰国以49.8亿泰铢
（约1.44亿美元）从中国中车长春轨
道客运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115节
米轨客运列车车厢和车头。

阿空表示，泰国政府会加快提高
全国铁轨的承重能力，加快铁路复线
建设及推进高速铁路线路建设。

泰国总理巴育在仪式上表示，
泰国未来的火车一定要现代化，要
加强与邻国连通， 乃至在未来与欧
洲相连。

中国中车长春轨道客运股份有
限公司（长客）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
刘刚对记者说， 本次是泰国首次购
买中国火车， 是一次“历史性的突
破”， 体现了泰国对中国技术的认
可。 ■据新华社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张春贤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
职务，另有任用；陈全国同志任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 常委、
书记。

李纪恒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君同志不
再担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常
委、委员职务。

李锦斌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
王学军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
记、常委、委员职务。 ■据新华社

环境保护税法草案29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
议，草案提出在我国开征环境
保护税。伴随着立法程序的推
进，我国现行的18个税种有望
增加到19个。专家认为，制定
环保税法、 推进环保费改税，
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现行排
污费制度存在的执法刚性不
足、 行政干预较多等问题，环
保税将成为治污减排、环境治
理上的一大利器。

会否增加企业负担？

环保税的应税污染物包
括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固
体废物和噪声。 纳税人是企
业，影响方也主要是企业。

“本次立法是按照‘税负
平移’的原则，将现行排污费
制度向环保税制度转移。”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对该草案
的说明中称。

我国自1979年即确立排
污费制度，2003年至2015年，
全国累计征收排污费2115.99
亿元，缴纳排污费的企事业单
位和个体工商户累计500多万
户。

华东一家大中型钢铁企
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环保
税的税额标准与现行排污费
的标准基本一致，企业负担变
化不大。该企业之前每年用水
方面资源费、排污费缴费七八
千万元，大气污染每年缴费一
两千万元，合计环境方面的负
担在1亿元左右。

“原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
给企业承诺免排污费，今后类
似情况可能会大大减少，有利
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这
位负责人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环保
税开征后对两类企业影响可
能比较大：一是原来缴纳排污
费不规范的企业，今后强制力
度会加大；二是污染物容易计
量的行业，像造纸、化工行业，

今后的压力会比较大。

会否影响百姓生活？

税制的调整往往牵一发
而动全身。一些普通百姓也担
心， 虽然征收对象是企业，但
会不会影响到下游的消费者？

根据草案，5种免税情形
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相关，包
括农业生产、机动车、铁路机
车等排放的应税污染物；包括
依法设立的城镇污水集中处
理、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向
环境排放的应税污染物不超
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部分。这
也延续了原排污费的政策。

“环保税主要面向工业企
业，对百姓生活影响不大。”全
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秘书长骆
建华表示，百姓日常生活中排
放的汽车尾气、 餐厨油烟等，
现在都免税。环保税重点监控
的钢铁、 水泥等排放大户，很
多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在供应
过剩的情况下，即使出现成本
增加企业也不会轻易涨价。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熊伟认为，如果企业成本
增加， 转嫁给下游是有可能
的。 但消费者也会主动选择，
转向购买相对清洁、价格较低
的产品。这会督促企业减少污
染行为，开发清洁技术、生产
节能环保产品，实现市场的良
性调节。

草案明确提出为鼓励企
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减少污
染物排放，纳税人排放应税大
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浓度
值低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50%的，减半
征收环境保护税。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建
议， 立法过程中需要权衡，对
于一些百姓必需品可实行免
税， 同时采取其他政策工具，
尽可能实现由生产者对环境
成本买单，而非消费者。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
发《关于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梳理近年来一些“落马”
官员的轨迹以及中央巡视组
的巡视反馈不难发现，“带病
提拔” 问题在一定范围内客
观存在。

《意见》 从落实工作责
任、深化日常了解、注重分析
研判、加强动议审查、强化任
前把关、 严格责任追究这六
方面提出了具体措施。如《意
见》把“落实工作责任”作为
第一条措施， 明确提出各级
党委（党组）对选人用人负主
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
第一责任人， 组织人事部门

和纪检监察机关分别承担直
接责任和监督责任。党委（党
组） 在向上级党组织推荐报
送拟提拔或进一步使用的人
选时， 要认真负责地对人选
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性意
见，实行党委（党组）书记、纪
委书记（纪检组组长）在意见
上签字制度。

“带病提拔” 时有出现，
关键在于把关不严， 对相关
规定的执行“打了折扣”。防
止“带病提拔”，需要严格落
实《意见》，做到干部档案“凡
提必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
“凡提必核”， 纪检监察机关
意见“凡提必听”，反映违规
违纪问题线索具体、 有可查
性的信访举报“凡提必查”。

■据新华社

由日本主导的第六届非
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28日在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闭幕。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宣布
了新的对非援助计划： 日本
政府和民间未来3年将向非
洲投资300亿美元。 然而，日
本一单单大笔投资的背后，
却夹杂着“投资”政治、经济
利益和战略的杂念与私心。

安倍政府上台以来，奉
行“俯瞰地球仪外交”加强了
与非洲的往来，意图“撒钱”
拓展日本在非洲的影响力。

非洲是联合国的重要票
仓，日本一贯在非洲拉拢“亲
己势力”，通过“砸钱”的做法

在领土争端及入常等问题上
换取支持。早在今年初，日本
外务省成立了专门推动联合
国安理会改革的“战略本
部”，并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非
洲，其用意不言自明。

本次会议期间， 安倍在
演讲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
改革是日本与非洲的共同目
标。”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
自民党为配合安倍出访，向
相关非洲国家派遣议员团，
分3组共访问13个国家，旨在
与各国相关人士建立信赖关
系，在“入常”问题上寻求支
持。

■据新华社

环保税拟开征，企业太污将压力山大
治污减排增“利器”，汽车尾气、餐厨油烟等生活污染排放免税

签字推荐严防“带病提拔”

3年300亿美元
日对非援助动机不纯

中国列车在曼谷
火车站投入试运营

新疆等3省区党委
一把手职务调整

《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
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
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29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拟授权18城市开展相关试点
工作。这意味着十八届四中全
会决定提出的“完善刑事诉讼
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迈出关
键一步。

这18个城市分别是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沈阳、大连、
南京、杭州、福州、厦门、济南、
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
深圳和西安，试点为期二年。

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
述符合重大立功表现等情形

的， 经公安部或最高检批准，
侦查机关可以撤销案件，检察
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或对
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多项提
起公诉。

在审判程序上，对于可
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
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可适
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独任
审判， 不进行法庭调查、法
庭辩论 ，当庭宣判 ，但须在
判决宣告前听取刑事被告
人的最后陈述；对于可能判
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的认罪认罚案件，可适用简
易程序审判。 ■据新华社

长沙等18市拟开展刑事案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

8月29日，香港市民欢迎国家女排成员。
当日，里约奥运会内地奥运精英代表团的女排成员在香港新界、沙田和大围等地进行花

车巡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欢迎和拍照留念。 新华社 图

国家女排
花车巡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