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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全国“扫黄
打非”办公室 25日通报，2019
年，全国“扫黄打非”办持续
加大挂牌督办力度，全年共
挂牌督办大案要案 308起。
其中，联合公安部挂牌 239
起，联合国家版权局、公安
部、最高检等部门挂牌62起，
单独挂牌7起。

据介绍，今年以来，“扫
黄打非”部门狠抓案件查
办，严打涉黄涉非违法犯罪
活动，着力规范新闻出版传
播秩序，深入净化社会文化
环境。挂牌督办案件呈现

“数量大、质量高、全链条打
击”等特点，类别涵盖了“扫
黄打非”各项任务领域。挂
牌督办数量创历史最高，网
络案件约占 78％，紧扣当前
互联网是“扫黄打非”主战
场的工作形势。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
人表示，挂牌督办案件，需
要各地各部门继续高度重
视，要将办案成果全面转化
为“扫黄打非”社会治理成
效，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和良好的社会
文化环境。

新华社电 记者25日从全国扫
黑办获悉，自11月4日全国扫黑办
部署扫黑除恶“百日追逃”行动以
来，百日期限已经过半，追逃工作取
得重大阶段性战果。截至12月24
日，全国已有3350名涉黑涉恶目标
逃犯到案，到案率为71.1％。其中，
首批20名A通逃犯到案18名，到案
率为90％，已有155名潜逃境外的
逃犯到案。

各地各部门认真执行全国扫
黑办部署要求，迅速向涉黑涉恶
逃犯发起凌厉攻势。

各地迅速组织研究部署扫黑

除恶“百日追逃”专项行动具体措
施，以打数据战、科技战、合成战
为主要手段，以宣传发动、教育规
劝为重要补充，境内境外两个战
场同步发力，推动“百日追逃”行
动取得实效。广东、浙江、甘肃等
地积极开展科技追逃，发挥各警
种、各部门专业技术优势和数据
平台资源，同时深化警企合作，开
展深层次信息研判，应用大数据
挖掘线索。福建、河南、宁夏等地
大力宣传法律政策，开展精准劝
投，营造强大声势，传递政法机关
“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决心和

能力，迫使已经潜逃的主动投案、
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目前，境
内外已有多名涉黑涉恶逃犯投案
自首。

另据了解，公安部近日发布
第二批A级通缉令，对 30名重大
涉黑涉恶在逃犯罪嫌疑人发出
通缉。

全国扫黑办有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各地各部门将持续
保持对涉黑涉恶逃犯的严打高
压态势，深入推进扫黑除恶“百
日追逃”行动，确保“一网打尽、
除恶务尽”。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央巡视
办获悉，根据党中央部署，2019
年 12月下旬至 2020年 1月中旬，
15个中央巡视组将对中央脱贫
攻坚专项巡视的 13个中西部省
区市和 13个中央单位全部开展
“回头看”。

此次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回头看”是党的十九大后首次中
央巡视“回头看”。2018年10月至

11月，十九届中央第二轮巡视对内
蒙古、吉林、安徽、江西、湖北、广
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新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等 26个地方、单位开展
了脱贫攻坚专项巡视。

据悉，各中央巡视组将在被
巡视地区单位工作 20天左右，其
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
箱，主要受理反映脱贫攻坚专项
巡视整改方面问题的信访举报。
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 8：00至
18：00，信访截止时间为 2020年 1
月10日。

新华社电 记者 25日从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公安部、市场监管
总局、银保监会、国家网信
办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关于
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
的意见》。

意见突出问题导向，强化
有效监管，将整顿规范住房租
赁市场秩序的成果制度化、常
态化。

一是加强从业主体管
理。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
租赁企业在经营范围中注明
“房地产经纪”或“住房租赁”，
转租住房10套（间）以上的单
位或个人，依法办理市场主体
登记。

二是加强房源信息发布
管理。房源信息应当满足真
实委托、真实状况、真实价格
的要求。网络信息平台应当
核验房源信息发布主体资格
和房源必要信息。

三是规范租赁住房改

造行为。各地制定闲置商
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
住宅依法依规改造为租赁
住房的政策。改造房屋应
当符合建筑、消防、环保等
方面的要求。

四是防范住房租赁金融
风险。对住房租金贷款业务
的贷款期限、贷款额度作出明
确要求。加强对采取“高进低
出”“长收短付”等经营模式的
高风险住房租赁企业监管。

五是建设住房租赁管理
服务平台。直辖市、省会城
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其他租赁
需求旺盛的城市应当建设完
成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
平台应当具备机构备案和开
业报告、房源核验、信息发布、
网签备案等功能。

六是建立住房租赁常态
化管理机制。各地住房和城
乡建设、发展改革、公安、市场
监管、银保监、网信等部门建
立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多层
次住房租赁纠纷调处机制。

新华社电 公安部 25日在京
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国公安
机关开展“云剑”行动工作情况。
“云剑”行动开展以来，全国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11.8万起，同比上
升62.7％。抓获犯罪嫌疑人9.9万
名，同比上升 135.6％。累计止付
冻结涉案资金 474.3亿元、预警诈
骗号码 183 万个、劝阻受害人
122.3万人。

公安部刑侦局局长刘忠义
通报，公安部组织 13个省份公安

机关多次赴柬埔寨、菲律宾、老
挝等国家开展警务执法合作，捣
毁了一大批诈骗窝点，先后 14次
将 2553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
疑人押解回国，极大震慑了境外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破获
套路贷犯罪案件 5.8万起，打掉
团伙 4205 个，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人，查缴涉案资金 577 亿
元，据监测，套路贷网络平台下
降了 77％。共打掉民族资产解
冻类诈骗团伙 576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8982人。追逃工作取得
8 年来最好成绩，共抓获逃犯
24.3万名，其中公安部 A级通缉
令逃犯 96名。今年 1至 11月，全
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下降 3.9％，
严 重 暴 力 犯 罪 案 件 数 下 降
10.4％。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下一
步，公安部将继续深入开展“云
剑”行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
骗、套路贷、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
犯罪。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
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合理、公正、畅通、有序的社
会性流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的有力支撑，是社会和谐进步的
重要标志，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
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
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
的机会。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
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现提出

如下意见。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构建合理、公正、畅通、有序
的社会性流动格局，引导个人发
展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进程，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公
平正义、国家长治久安。

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筑牢社会性流动基础。实施就
业优先政策创造流动机会，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流动均
衡，推进创新创业创造激发流
动动力。

要畅通有序流动渠道，激发
社会性流动活力，以户籍制度和

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全面取
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以下的城
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
人口 300万至 500万的大城市落
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
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
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
要比例。以用人制度改革促进单
位流动，加大党政人才、企事业单
位管理人才交流力度，进一步畅
通企业、社会组织人员进入党政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渠道。降
低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公务员招录
门槛。以档案服务改革畅通职业

转换。
要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展

社会性流动空间，拓展基层人员
发展空间，加大对基层一线人员
奖励激励力度，拓宽技术技能人
才上升通道。

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推进精准扶贫促
进贫困群体向上流动，推进教育
优先发展保障起点公平，推进公
平就业保障困难人员发展机会，
强化社会救助提高困难群众流动
能力。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
识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

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法治保障，营造良好氛围，形成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舆论环
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集聚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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