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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滦入津”：
一座流动的丰碑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有一尊 10 余米高的白色纪念碑，
一名战士形象巍然而立，
望着前方。
他注视的，
正是引滦入津工程的起点。西流的滦水，
就是一座流动的丰碑。据新华社

中办、国办印发通知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基础支撑
为加快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进一步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意见》提出，要加快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进一
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
效的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制度体系，为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基础
支撑。
《意见》指出，要坚持保护
优先、集约利用，市场配置、政
府监管，物权法定、平等保护，
依法改革、试点先行的基本原
则，到 2020 年，归属清晰、权责

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
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
升 ，为 完 善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体
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和资源
安全、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
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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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
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是
加强生态保护、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制度。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逐步建立，在促进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有效保
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
存在自然资源资产底数不清、
所有者不到位、权责不明晰、权
益不落实、监管保护制度不健
全等问题，导致产权纠纷多发、
资源保护乏力、开发利用粗放、
生态退化严重。

国家网信办：今年 5 月底

短视频平台试点防沉迷系统
每天限 40 分钟 禁打赏

我国将严格监管医保基金使用
医保监管拟纳入社会信用体系
新华社电 国家医保局日前
药师、参保人员及医疗救助对象
发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条
遵守医疗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例（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医疗
实施监管，并对监管方式、监管
保障基金使用实行严格监管。 内容等进行明确。
此举旨在规范医保基金监督管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
理，保障基金安全，提高基金使
行政部门根据违法违规情形有
用效率，维护医疗保障相关主体
权作出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合法权益。
违法数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征求意见稿指出，国务院医
款、责令经办机构中止或解除医
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全国医疗 （药）师服务资格、责令经办机构
保障领域信用管理工作，纳入社
中止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纳入
会信用体系，对于违反相关规定
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移送有
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公开曝
关行政部门等处罚。
光、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
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根据违法
等惩戒措施。
违规情形给予责令停业整顿、吊
征求意见稿提出，医疗保障
销执业（经营）许可证、吊销执业
行政部门对医疗保障监督执法
资格等行政处罚。对违法违规的
机构、经办机构、定点医疗机构
公职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
和定点零售药店、协议管理医师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退役军人事务部印发通知：
悬挂光荣牌要安排专人负责

坚决杜绝 让悬挂对象自行领取光荣牌
新华社电 读小学四年级的女儿最近不再天天捧着手机傻笑了，这让原本忧心孩子
学习的北京陈女士舒了一口气。原来，通过给短视频 App 设置“青少年模式”，孩子每
天观看超过 40 分钟后，需要家长输入独立密码才能继续使用。
这种“青少年模式”，正是今年 5 月底国家网信办指导“抖音”
“快手”
“火山小视频”
等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的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青少年自控能力不足，网络防沉迷刻不容缓
用户开通、关闭“青少年模
式”均需输入提前设置的独立
密码。进入“青少年模式”后，
每日使用时长将限定为累计 40
分钟，包括打赏、充值、提现、直
播等功能将不可用；每天 22 时
至次日 6 时期间，
“青少年模
式”下，用户将被禁止使用短视
频 App。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43 次《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18 年 12 月，我国
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其
中青少年用户占了很大比重。
网络短视频行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也引发青少年不同程度的
沉迷问题。
开展青少年防沉迷工作刻
不容缓，国家网信办等相关主
管部门历时半年时间，组织短
视频平台企业研发和试点上线

了短视频防沉迷系统。不少家
长反映，孩子刷的内容健康了、
正能量了，推送的都是教育类、
知识类的有益内容。
国家网信办相关负责人
表 示 ，将 在 总 结 试 点 经 验 、完
善管理制度的基础上，于今年
5 月底在全国主要网络短视
频平台中推广青少年防沉迷
系统，并逐渐形成统一的行业
规范。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据悉，短视频平台目前正
在部分区域试点，通过大数据
分析用户行为，识别疑似未成
年人用户，并自动为其切换为
“青少年模式”
。
短视频平台相关负责人表

示，产品改进是为了更好地帮
助青少年成长，希望广大家长
能够加入反馈意见，一起为未
成年人构建健康绿色的网络
空间。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

强 调 ，让 青 少 年 防 沉 迷 系 统
真 正 发 挥 威 力 ，既 需 要 互 联
网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也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清朗
的网络空间。

新华社电 退役军人事务部
日前印发《关于规范为烈属、
军属
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
作的通知》，
要求各地规范悬挂光
荣牌工作，
确保好事做好。
据悉，
截至 4 月上旬，
全国各
地已为 2000 余万户家庭悬挂了
光荣牌，但在悬挂过程中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如个别地区让对象
自行领取光荣牌、不为户籍不在
本地的长住对象悬挂光荣牌等。
为此，
《通知》要求，符合条
件的对象应挂尽挂。
《通知》强调，
要
注重和突出悬挂光荣牌的仪式感。
结合本地实际，
精心组织举行集中
悬挂仪式，做到既简朴、庄重，又

热情、
热烈。要尊重对象意愿，
选
择悬挂或摆放方式，需要悬挂的
必须安排专人负责悬挂到位，坚
决杜绝出现让悬挂对象自行领取
光荣牌的现象，
真正把好事办好、
实事做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
爱送达每位对象的心坎上。
《通知》提出，要建立健全悬
挂光荣牌工作建档立卡制度，
结
合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
采集工作，
及时建立完善的电子台
账。电子台账应包括悬挂光荣牌
家庭户主的基本信息、
人员类别、
户籍所在地、
现长住地、
悬挂时间、
悬挂方式和变动情况等信息项目，
实施动态管理和定期更新。

国家煤监局：要推广实施
“取消夜班”做法
新华社电 国家煤监局局长
说，煤矿企业要上装备减强度，
黄玉治在近日的全国煤矿安全
做到环境留人。要持续推进机
培训工作现场会上表示，煤矿企
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加快煤
业要推广实施“取消夜班”做法， 矿机器人研发应用，努力把员工
逐步改变煤矿井下员工“一天三
从危险环境和繁重劳动中解放
班倒、24 小时连轴转”的传统作
出来。要推广实施“取消夜班”
业模式。
做法，逐步改变煤矿井下员工
近日在安徽省淮北市举行 “一天三班倒、24 小时连轴转”
的全国煤矿安全培训工作现场
的传统作业模式，降低劳动强
会上，国家煤监局局长黄玉治
度，
让作息规律回归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