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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意见” 要求积极推进
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推进行
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
和下沉，强化乡镇和街道的统一
指挥和统筹协调职责。整合现有
站所、 分局执法力量和资源，组
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按
照有关法律规定相对集中行使
行政处罚权，以乡镇和街道名义
开展执法工作，并接受有关县级
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逐
步实现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加
强对乡镇和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机构、执法人员的业务指导和培
训， 规范执法检查、 受立案、调
查、审查、决定等程序和行为，建
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实现全

程留痕、可追溯、可追责。全面推
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做到依据
公开、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结果
公开、过程公开。严格确定行政
执法责任和责任追究机制，加强
执法监督，坚决惩治执法腐败现
象，确保权力不被滥用。建立健
全乡镇和街道与县直部门行政
执法案件移送及协调协作机制。
除党中央明确要求实行派驻体
制的机构外，县直部门设在乡镇
和街道的机构原则上实行属地
管理。 继续实行派驻体制的，要
建立健全纳入乡镇和街道统一
指挥协调的工作机制，工作考核
和主要负责同志任免要听取所
在乡镇和街道党（工）委意见。

中国的科技成就
一不靠偷二不靠抢
外交部：希望美方以开放包容心
态看待他国科技进步

针对美国议员称中国大型科技企
业的有关行为令人担忧、 并称中国想
取代美国的科技主导地位， 外交部发
言人耿爽1月31日表示，中方希望美方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科
技发展与进步，不能只允许自己发展，
容不得别人进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据报道，日前，美国国会参院情报委员
会副主席沃纳称， 中国大型科技企业
的有关行为一直令人感到担忧， 这些
企业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获取并复制
敏感技术。你对此有何回应？

“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强国，这点
我们承认。 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的科技
发展与进步。不能只允许自己发展，容
不得别人进步。”耿爽表示，动辄对他
国的科技发展和进步进行抹黑、 指责
和打压，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他强调， 中国的科技发展成就一
不靠偷，二不靠抢，而是包括广大科技
工作者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靠智慧和
汗水奋斗出来的。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
民检察院1月31日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
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旨在依法惩治非法从
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
买卖外汇犯罪活动， 维护金
融市场秩序。

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对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
务、 非法买卖外汇的认定标
准，以及“情节严重”“情节特
别严重”的认定标准；非法经
营罪、洗钱罪、帮助恐怖活动
罪的竞合处罚原则； 非法经
营数额、 违法所得数额的认
定标准、 处罚原则及判处罚
金的标准； 单位犯罪的定罪
量刑标准； 从宽处罚的认定
条件和标准等作出明确规
定。

其中， 司法解释规定的
三种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
付结算业务”的情形包括：虚
构支付结算情形， 即使用受

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
方法， 以虚构交易、 虚开价
格、 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
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
公转私、套取现金情形，即非
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
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
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 支票
套现情形， 俗称“支票串现
金”，即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
套现服务。

在非法买卖外汇的认定
标准方面， 司法解释规定实
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
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
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
严重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处罚。

此外， 司法解释还明确
了非法经营罪与洗钱罪或者
帮助恐怖活动罪竞合时的处
罚原则， 彰显了我国依法严
厉打击洗钱、 帮助恐怖活动
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这个司法解释自2019年2
月1日起施行。 ■据新华社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1名35周岁以
下已婚人士进行的调查显示，70.0%
的已婚受访青年正被“过年回谁家”
的问题困扰。70.9%的已婚受访青年
认为好好处理这个问题有利于家庭
和谐。（1月31日《中国青年报》）

“过年回谁家？”几乎是每年春
节都要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而且
这个话题对家庭的“杀伤力”不可
谓不大，曾经就有新闻报道，有小
两口因为到底回谁家争执未果，最
后愤而离婚，而据媒体调查，有近
三成夫妻因“回谁家”而“内战”。

想要在春节假期回家陪伴自

己的父母， 这种感情不难理解，但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衍生出的传统
与现实的碰撞、 跨地域婚姻的冲
突，尤其是独生子女的结合，使得
婚后的人想要过年回自己家，便不
再是随心所欲的事。80后、90后绝
大多数为独生子女，且随着移民城
市的出现， 远离故土去往他乡求
职，进而在他乡结婚生子的人越来
越多，配偶家与自己家相距千里也
极为正常。这种因身份（独生子女）
和距离产生的冲突若不能妥善解
决，自然会成为家庭纷争的导火索。

不少家庭因为这个问题争吵
了多年，社会舆论和媒体也关注了

多年，但就目前来说，家庭和个人
仍然是承担这个难题的主体，也
就是说， 矛盾只是集中和停留在家
庭中，没能得到制度性援助和解决。
探究背后的问题，不难发现，其中既
包含了养老困境、探亲困境，也包含
了对政府部门执政智慧的考验。

目前，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
接近2亿，这其中“空巢”老人占了
一半左右，出于传统观念，老人们
尤其看重春节团圆，问题是，独生
子女普遍处于“四二一”的家庭结
构中，一对夫妻面对4位老人，分身
乏术。由于眼下仍然是居家养老为
主，“空巢”老人又严重缺乏生活照

料和精神慰藉，因此“过年回谁家”
实际上就是两个原生家庭之间的
零和博弈，去了男方家，女方的父母
没人陪，去了女方家，男方的父母又
孤单，可谓一家欢乐一家便愁。

探亲困境则体现于休假制度，
同样， 这些年休假制度所产生的争
议也极其大，长假、小长假、年休假、
“五天半”等让人们在假日期盼中载
浮载沉。国人对于假日如此渴望，除
了想放飞自我之外， 也有很大的因
素是想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远方的
父母，尽管探亲假一直都有，大多数
时候却只是纸面福利，“未婚员工每
年一次，每次20天；已婚员工每四年

一次，每次20天”的探亲假，没多少
人能够真正享有， 所以人们自然都
想趁着春节长假回家探亲、团聚。

上述问题，自然考验着政府部
门的执政智慧，无论是严格执行探
亲假规定，还是做好养老服务能力
建设，创新服务方式，丰富服务内
容，都是势在必行的。

过年就是图一个欢乐祥和，若每
年为“春节回谁家”而争吵不断、大打
出手甚至分道扬镳， 实在太遗憾，如
何解决这一难题，个人、家庭之间自
然需要协调，政府部门也应加强服务，
补足短板，别让这个问题在每年的春
节反复重演。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过年回谁家”，何时不再争

中办、国办印发“实施意见”，要求推进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乡镇、街道延伸

在基层组建统一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

“实施意见”称，基层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
纽带、服务人民群众的平台。基层管理水平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 决定着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和执政能
力、国家治理的根基和水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改革和完善基层管理体制。

整合现有站所执法力量，组建统一的综合行政执法机构

“实施意见” 强调优化上级
机关对基层的领导方式，建立健
全乡镇和街道机构“一对多”、
“多对一”的制度机制，理顺与
县直部门的工作对接、 请示汇
报和沟通衔接关系。 探索建立
乡镇和街道职责准入制度，县
级职能部门将职责范围内的行
政事务委托或交由乡镇和街道
承担的， 需审核报批并充分听
取基层意见。 上级部门不得以
签订“责任状”、分解下达指标、
考核验收等方式， 将工作责任
转嫁乡镇和街道承担。 省级党
委要组织力量对上级与乡镇和
街道签订的各类“责任状”和考

核评比等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统一规范针对乡镇和街道的评
比达标、示范创建等活动，切实
减轻基层负担。 除中央和省级
党委明确要求外， 各部门不得
以任何形式对乡镇和街道设置
“一票否决”事项。上级部门要
积极支持基层改革创新，严禁
对基层机构编制事项进行干
预， 不得要求乡镇和街道对口
设立机构， 不得要求在村（社
区）设立机构和加挂牌子。对不
符合基层实际和发展需要的法
律法规及政策规定要及时清理、
修订、完善，为基层改革创新提
供制度支持。 ■据新华社

除中央和省委明确要求外，不得对基层设置“一票否决”事项

两高发布司法解释
依法严惩涉地下钱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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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天风雪跋涉， 中国第35次南极科考队昆仑队16名队员1月31日抵达泰山
站，与另一支内陆小分队———泰山队21名队员顺利“会师”。 新华社 图胜利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