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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汽车消费支持政策

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约 2000 亿元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6 月 22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继
续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听取稳定粮食生产工作汇报，进一步
部署确保全年粮食丰收的举措；确定加大汽车
消费支持的政策；决定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体系的措施。
会议指出，前段时间南方多地持续强降雨，
有关方面及时应对，努力降低灾害损失。据预测
今年汛期我国极端天气偏多，近期主雨带呈阶梯
状北抬。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强化责任，
完善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继续做好防汛救
灾，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是紧盯重点
流域，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巡查防守和应急
处置，保障大江大河、大型水库安全度汛。二是
抓实北方地区防汛备汛，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
好抢险队伍、物资等准备。三是抓好人员转移避
险，细化应急预案，一有险情场所该关停的关停、
人员该转移的转移。四是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及

时修复水毁设施。五是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
的指导支持，及时下拨资金和物资。同时统筹做
好防汛和抗旱。
会议指出，面对当前复杂严峻、通胀严重的国
际环境，必须着力办好自己的事。稳物价对稳经
济大盘至关重要，粮食稳产增产是稳物价、提升粮
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关键举措，也有利于世界粮食
市场稳定。各有关方面狠抓粮食生产，今年夏粮
小麦增产丰收已成定局、质量好于常年，杂粮杂豆
产量略增，油菜籽产量明显增加，玉米等夏播已近
八成，早稻和秋粮长势良好。夏粮丰收和秋粮基
础好来之不易，为全年粮食稳产提供了坚实支
撑。要继续压实责任，确保全年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一要抓好夏粮收储，鼓励多元市
场主体收购，保质保量入库。二要不误农时落实
夏播面积，抓好玉米扫尾播种，稳住双季晚稻，落
实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任务。三要做好秋粮田
间管理，防范洪涝、夏伏旱、病虫等灾害。同时抓
好猪肉等菜篮子产品生产。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的主拉动力，是当前推
动经济运行回归正轨的重要发力点，促消费政策
能出尽出。要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一是活
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对小型非营
运二手车，8 月 1 日起全面取消符合国五排放标准
车的迁入限制，10 月 1 日起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办
理转移登记时实行单独签注管理、核发临时号
牌。二是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车辆购置税应主
要用于公路建设等，考虑当前实际研究免征新能
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年底到期后延期问题。破除新
能源汽车市场地方保护。三是完善汽车平行进口
政策，有序发展汽车融资租赁，支持停车场等建
设。政策实施预测今年增加汽车及相关消费大约
2000 亿元。
会议指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促进科研、培
育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深化改革，加大基础
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交叉科学等投入，强化青年
人才支持，发挥基金引导作用、用好加计扣除政策
吸引企业协同研究。深化国际科研合作。

阿富汗东部地震造成至少 920 人死亡
新华社喀布尔 6 月 22 日电 阿富汗临时政府
国家灾难管理与人道主义事务部副部长毛拉维·
穆斯利姆 22 日在记者会上说，阿东部当天发生的
地震已造成至少 920 人死亡、610 人受伤。不少人
仍被困在废墟下，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穆斯利姆说，霍斯特省的萨帕里区和邻近的
帕克提卡省加延区受灾最严重。政府部门将向遇
难者家庭支付 10 万阿富汗尼（1 美元约合 89 阿富
汗尼）补偿，向伤者支付 5 万阿富汗尼。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
发文说，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当天上
午主持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有关机构立即赶赴
现场，利用一切资源挽救生命，并为受灾民众提供
一切必要援助。
阿临时政府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国防部已
派出 7 架载有救生设备和医务人员的直升机前往
灾区，数十支医疗救援队也在前往灾区的途中。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目前未收到中国
公民的伤亡报告。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显示，当天
发生的地震为 5.9 级。

6 月 22 日，救护车在阿富汗帕克提卡省转移地震伤员。新华社发

截断“黑钱”流转 加大涉诈惩戒
——细数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看点
全国电信网络诈骗立案数连续 12 个月同比下
降，破案率同比上升。当前，在高压震慑态势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案件多发，且呈现组织化、
链条化、技术手段多变、跨境实施等特征。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 21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二次审议。作为一部
“小切口”的专门立法，草案二审稿在进一步总结
反诈工作经验基础上，着力加强预防性法律制度
构建，强化压实各方面的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加
大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处罚，在“难点”
“ 痛点”问题
上精准出招。

增加责任主体，强化反诈宣传、预警劝阻
此次提请审议的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
稿，增加金融机构、电信企业、互联网企业和新闻
媒体单位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的相关义务；扩大
预警劝阻的责任主体，增加其他部门和金融、电
信、互联网企业的预警劝阻措施，进一步释放出反
诈工作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明确信号。
预警劝阻，是反诈防诈的重要经验。公安部数
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受理群众
举报线索 3350 余万条，向群众预警 2.4 亿次；29 个
省区市的公安机关开通 96110 预警劝阻专线……
预警劝阻要跑在犯罪分子前面，关键在于分秒
必争、以快制快。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局长隋静

介绍：
“工信部联合公安部推出 12381 涉诈预警劝阻
系统，升级了‘老年人亲情号码预警’和‘闪信霸屏
预警’功能，大幅提升预警劝阻效果。去年 7 月上
线以来，累计发送预警短信和闪信 7380 万条，预警
劝阻有效率达 60%。
”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李小恺
认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把实践中行之有效
的宣传防范和预警劝阻措施上升为法律规定，同
时增加相关部门宣传义务和预警劝阻责任，有利
于营造反诈宣传浓厚氛围，共筑人民“防线”；有
利于动员各类社会力量开展预警劝阻，共砌“防
火墙”。

拓展
“资金链”治理，
提升被骗资金拦截效率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电诈违法犯罪分
子利用三方、
四方支付、
“跑分”
平台、
数字货币、
贸易
对冲等多种方式，
不断改变转账洗钱手法，
转账速度
快、隐蔽性强，给公安机关追缴赃款工作带来困难，
也对全环节
“资金链”
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将涉诈监
测治理对象由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拓展到数字人
民币钱包、收款条码等支付工具和支付服务。
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副教授谢玲认为，
将银行账户、支付账户、收款条码纳入涉诈资金监
测，有利于防止多元化的金融账户构成电诈犯罪洗
钱通道，及时发现被骗资金的转账轨迹，并采取有

效的技术措施予以拦截，
为被害人追赃挽损。
凭借电子支付和资金流转跨行、跨地区、跨境
的交易特征，电诈违法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了达
到“取财”目的，使用“人头”银行账户、
“跑分”人员
提供的收款卡码，
对被骗资金进行多次转移。
对此，草案二审稿为保障监测识别异常账户、
可疑交易的有效性，明确金融机构可依法收集必要
的交易和设备位置信息。
“金融机构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交易设备位
置信息，
可以有效识别从境外发起的可疑交易，
评估
账户涉诈风险，为公安机关实施涉案资金止付、查
询、
冻结争取时间，
提升资金拦截时效。
”
谢玲说。

加大涉诈惩戒，对涉诈人员可采取限制出境等措施
目前，赴境外针对国内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
人大幅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有不少犯
罪团伙向我公民实施诈骗活动。办案民警认为，
当前种种迹象表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开始
向打击难度更大的境外地区转移并扩散。
根据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实践需
要，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规定，对特定人
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或者因从事电
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移民管理
机构可以决定对其采取有关限制出境措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认为，对有关涉诈
人员增设限制出境措施，能够降低电诈案件调查
和执法难度，加强对电诈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与
震慑力度，防止境外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外
之地”。
此外，草案二审稿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人员
惩处力度，增加了对电诈违法犯罪分子可以采取
限制其有关卡、账户、账号等功能和停止非柜面业
务、暂停新业务、限制入网等措施。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三部门：网络主播不得
雇水军诱惑用户“打赏”
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近日，
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
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印发《网络主播行为规范》。
针对网络主播从业行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行为规范》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了网络主播
在提供网络表演和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应当遵守
的行为规范和要求。强调网络主播应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应坚持健康的格调品味，自觉摒弃低
俗庸俗媚俗，抵制破坏网络表演、网络视听生态的
不良行为；从事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
等需要较高专业水平直播的网络主播应取得相应
执业资质。同时，列出了网络主播在提供网络表演
和视听节目服务过程中不得出现的行为，为网络主
播从业行为划定了底线和红线：不得发布违反宪法
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不
得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治安和公共秩
序；不得蓄意炒作社会热点和敏感问题；不得炒作
绯闻、丑闻、劣迹，传播格调低下、违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不得介绍或者展
示易引发未成年人模仿的危险行为，不得表现诱导
未成年人不良嗜好的内容；不得引导用户低俗互
动，组织煽动粉丝互撕谩骂、拉踩引战、造谣攻击，
实施网络暴力；不得通过有组织炒作、雇佣水军刷
礼物等手段，暗示、诱惑、鼓励用户大额“打赏”，引
诱未成年用户“打赏”；不得营销假冒伪劣商品，夸
张宣传误导消费者等。
《行为规范》要求，
网络表演、
网络视听平台和经
纪机构要严格落实对网络主播管理的主体责任，建
立健全网络主播入驻、培训、日常管理、业务评分档
案和
“红黄牌”
管理等内部制度规范。对出现违规行
为的网络主播，要强化警示和约束；对问题性质严
重、
多次出现问题且屡教不改的网络主播，
应当封禁
账号，
将相关网络主播纳入
“黑名单”
或
“警示名单”
，
不允许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播。对
违法失德艺人不得提供公开进行文艺表演、发声出
镜机会，防止转移阵地复出。网络表演、网络视听
经纪机构要依法合规为网络主播提供经纪服务，维
护网络主播合法权益。平台和经纪机构规范网络
主播情况及网络主播规范从业情况，将纳入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许可管理、日常
管理、安全检查、节目上线管理考察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