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部門加強網絡直播管理 建主播黑名單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掃黃打非網昨日
發佈消息，近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
室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和
旅遊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國家互聯網
信息辦公室聯合下發《關於加強網絡直播
服務管理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各有關
部門進一步加強網絡直播服務許可、備案
管理，強化網絡直播服務基礎管理，建立
健全長效監管機制，大力開展存量違規網
絡直播服務清理工作。

清理存量違規網絡直播
通知要求，各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一

要按照要求通過相關管理系統，向各地
通信管理局報送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
ICP、IP地址、域名等信息；二要對上述
信息進行核驗，不得為信息不一致、列

入有關部門違法網絡直播平台黑名單中
的直播網站、App提供接入服務；三要落
實用戶實名制度，加強網絡主播管理，
建立主播黑名單制度，健全完善直播內
容監看、審查制度和違法有害內容處置
措施。通知強調，應用商店不得為列入
有關部門黑名單中的網絡直播App提供
分發服務。
通知要求，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應
用商店，應立即組織存量違規網絡直播
服務清理，要求未提供ICP備案手續或者
相關業務許可材料的網絡直播平台在兩
個月內補充相關材料。通知強調，對兩
個月後仍然無法提供相關材料的，要停
止服務；對拒絕提供相關材料的，要立
即停止服務。

業務不得超越許可範圍

通知在健全網絡直播服務監管工作機
制方面作出明確規定。一是網絡直播服
務提供者應按照許可範圍開展業務。二
是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應按照要求建立
內容審核、信息過濾、投訴舉報處理等
相關制度。三是網絡直播服務提供者應
當按照有關法律法規要求，記錄直播服
務使用者發佈內容和日誌信息並保存一
定期限。四是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網
絡直播服務提供者應當依法配合有關部
門的監督檢查、調查取證，並提供必要
的文件、資料和數據。
通知強調，對網絡接入服務提供者、
應用商店未盡到許可、備案手續審核及
監管義務造成有害信息傳播的，有關主
管部門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予以嚴肅查
處。

■加強網絡直播管理，建立主播黑名單制度。圖為
內地某美容醫院聘請眾多美女網絡主播為其新店推
廣宣傳。 資料圖片

內地力避扶貧政策養懶漢
「爭當貧困戶」確實存在 精準扶貧須克服「等靠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

公室副主任韓俊昨日在國新辦發佈

會上表示，「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

爭當貧困戶，一些當上貧困戶的群

眾不願意脫貧」的現象確實存在，

必須堅決避免扶貧政策養懶漢。他

還表示，要指導地方精簡考核評

估，嚴禁各地多頭考核、層層考

核、搭車考核，解決扶貧工作中檢

查評比多、填表報數多的問題。

「現在貧困戶享受的政策優惠比較多，
爭當貧困戶的現象確實是存在

的。」韓俊表示，各地在貧困人口建檔立
卡工作當中，為了防止有些農戶爭當貧困
戶，提高建檔立卡貧困識別的精準度，可
以說想出了各種各樣的辦法，防止出現優
親厚友、防止一些農戶隱瞞他的收入和家
庭狀況被錯評為貧困戶。

扶貧信息共享 錯評比例很低
韓俊稱，實際工作中在確定誰是貧困戶
時是把「兩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
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
保障）分解為很多看得見的指標來作綜合
判斷，多數村莊還要讓村民進行民主評議
民主選貧。從扶貧的督查巡查、調查暗
訪、第三方評估提供的信息來看，現在貧
困戶錯評漏評比例已經很低。
韓俊指出，這次中央發佈的《關於打贏
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要求進
一步加強建檔立卡工作，抓緊完善扶貧開
發的大數據平台，強化政府各個部門信息
的有效對接。通過扶貧信息的共享可以及

時剔除不符合條件的貧困戶。「經過這兩
年的摸索，採取各種措施，現在你不符合
條件，想爭當貧困戶，越來越難了。」

強化脫貧光榮 培育內生動力
韓俊還表示，當前脫貧攻堅工作中各地
確實存在一定比例的貧困戶，安於現狀什
麼都不想幹，認為扶貧是幹部的事，
「等、靠、要」思想嚴重，存在「幹部
幹、群眾看」現象。這些行為會助長不勞
而獲的不良風氣，也挫傷了基層幹部扶貧

工作的積極性。他說，「我們也認識到一
些地方扶貧方式過於簡單化，為了趕進
度、圖省事，首先是送錢送物，有的地方
乾脆讓貧困人口都吃低保，一兜了之。這
些扶貧方式也助長了不良風氣。我們做好
精準扶貧工作必須要堅決克服『等、靠、
要』思想，必須堅決避免扶貧政策養懶
漢。」
另據韓俊介紹，《指導意見》強調要堅

持扶貧和扶志、扶智相結合，強化脫貧光
榮導向，要更加注重培養貧困群眾依靠雙

手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真正變「要我脫
貧」為「我要脫貧」，也就是要培育他們
的內生動力。
關於如何解決扶貧工作中檢查評比多、

填表報數多的問題，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
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歐青平表示，除每年根
據統一部署填報一次建檔立卡信息數據以
外，任何單位和部門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
村級填報扶貧數據。同時，還要指導地方
精簡考核評估，嚴禁各地多頭考核、層層
考核、搭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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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從安徽省人民政府辦
公廳獲悉，為切實提高扶貧項
目資金使用績效，《安徽省扶
貧項目資金績效管理辦法》近
日印發，將強化落實資金使用
單位的主體責任。
辦法明確，按照「誰用款、
誰負責」的原則，對預算績效
管理未達到相關要求，致使財
政資金配置和執行績效未能達
到預期目標或規定標準的，將
依規予以問責，推動建立「花
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的績
效管理機制。
辦法同時規定，市縣級有關
部門和資金使用單位應在編制
年度部門預算、單位預算時，
科學合理測算扶貧項目資金需
求，設定扶貧項目資金績效目
標，並細化量化為一、二、三
級績效指標。預算執行中，市
縣級有關部門應當建立扶貧項
目資金績效目標執行監控機
制，組織資金使用單位定期對
預算和績效目標執行情況進行
跟蹤分析，並向本級財政和扶
貧部門報送績效目標執行監控
結果。

安徽省財政廳農業處相關負責人表
示，該辦法將各級政府及其部門為如
期實現脫貧目標、安排用於脫貧攻堅
項目的各類財政資金全部納入績效管
理，做到了資金範圍「全覆蓋」。同
時，明確了從扶貧項目資金的預算編
制和審核、預算執行到執行後績效評
價等環節的要求，做到了績效管理過
程「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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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
報道，受2018年第 18號颱風「溫比
亞」外圍雲系和冷空氣共同影響，遼寧
省大連市昨日遭暴雨襲擊。記者當日從
交通部門獲悉，暴雨導致大連機場跑道
關閉近7個小時，超百個航班延誤或取
消，部分鐵路列車晚點或停運，城市多
處路段內澇嚴重。
大連市氣象台於當日6時53分起，連
續12次發佈暴雨紅色預警信號。氣象
通報稱，19日早晨至20日17時，大連
市出現全區性大暴雨天氣，局部特大暴
雨。此次暴雨從當日早高峰開始，暴雨
致多地被淹的消息刷爆朋友圈。受強降
雨影響，大連機場自20日8時40分起
至15時關閉機場跑道，並發佈航班延
誤紅色預警。機場方面當日17時發佈
消息稱，機場全天航班459班，已執行
18班，取消206班，備降8班，返航2
班。

山東2名輔警被洪水沖走
同樣受「溫比亞」影響，山東發生大
範圍超強降雨過程。截至20日12時，
已致278.32萬人受災。泰安一自然村因
突發山洪致1死1傷3人失聯，濰坊壽
光2名輔警在營救被困民眾時被洪水沖
走，下落不明。
據當地媒體報道，8月19日16時50

分，泰安高新區天寶鎮年家峪村東一自
然村，因強降雨突發山洪，沖毀民房4
座13間，致1死1傷，另有3人失聯。
山東省公安廳高速公路交通警察總隊昨

日11時發佈消息稱，因濰坊青州丹河水
決堤，青銀高速K178附近水流沖塌橋樑
護壩，橋樑正在進行搶修，造成交通雙向
中斷。民警已協調路政、養護部門打開中
央隔離帶，就近從多個高速出口引導、疏
散滯留車輛。

颱風「溫比亞」
北上魯遼災害擴大

■強化脫貧光榮導向，注重培養貧困群眾依靠雙手實現脫貧致富意識。圖為河北省黃驊市為貧困勞動力培訓麵點製作技能。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軍委黨的建設會議17
日至19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強
調，全面加強新時代人民軍隊黨的領導和黨
的建設工作，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的必然要求，是推進強國強軍的必然要求。
昨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讓人民軍隊更
加強大，關鍵同樣在黨。
央視快評認為，歷史一再證明，加強黨

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是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
關鍵，關係強軍事業興衰成敗，關係黨和

國家長治久安。穿過歷史風雲，憶往昔崢
嶸歲月，從「三灣改編」提出「支部建在
連上」，到古田會議確立黨對軍隊絕對領
導的根本原則和基本制度，每一個重大歷
史節點，都無比雄辯地說明人民軍隊加強
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極其重要，是人民軍
隊迥異於世界上諸多武裝力量的關鍵所
在。不管時代如何變遷，堅持和加強黨的
領導和黨的建設絲毫不能放鬆。
快評指出，兵權貴一，軍令歸一。堅持

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人民軍隊加強黨的領
導和黨的建設工作的首要任務。黨的十九

大報告把「堅持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
導」上升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基本方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強軍思想鮮明寫
入黨章，為新時代人民軍隊加強黨的領導
和黨的建設提供了根本遵循。全軍要深入
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落實新時代黨的建
設總要求，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堅
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
黨，堅持聚焦備戰打仗，全面提高人民軍
隊加強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工作質量，為
實現黨在新時代的強軍目標、完成好新時

代軍隊使命任務提供堅強政治保證。
快評最後強調，中國夢引領強軍夢，強

軍夢支撐中國夢。當前，世界正面臨百年
未遇之大變局，時代呼喚我們建設一支保
衛祖國安寧、維護世界和平的強大的人民
軍隊。我們要始終用習近平強軍思想武裝
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人民軍隊
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工作抓得更緊更實，
把人民軍隊各級黨組織建設得更加堅強有
力，確保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本色永
遠不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
強戰略支撐。

央視快評：讓人民軍隊更加強大關鍵在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
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昨
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
副總理、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
組組長劉鶴主持會議並講話。
會議指出，要充分認識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的重要性。目前，內地中小企業具有「五六
七八九」的典型特徵，貢獻了50%以上的稅
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
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

數量，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是
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
重要支撐，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發源地。做
好中小企業工作，對穩就業、穩金融、穩投
資、穩外資、穩外貿、穩預期，增強經濟長
期競爭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提高財稅政策支持精準度
會議強調，要抓緊解決當前中小企業發展

中的突出問題。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對國
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
對待，把工作重點放到為企業發展創造環境
上來。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體制創新
和技術創新，健全激勵機制，強化貨幣信貸
政策傳導，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完善
資本市場，拓寬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更
好滿足融資需求。要提高財稅政策支持精準
度，做好稅費減免、融資擔保等工作，確保
已出台政策落地見效。要完善中介服務體系，

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要加強產權和知識產
權保護，加大執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保
護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成果。
會議指出，實現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要

在提高企業的專業化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
中小企業要堅持聚焦主業、打造優勢、以質
取勝、規範經營、勇於創新，走「專精特新」
發展之路。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
導小組成員單位要切實負起責任，各地要提
高認識，加強組織保障和監督問責，切實抓
好政策落實，滿腔熱忱地支持中小企業健康
發展，為國家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

國務院：拓寬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

■颱風「溫比亞」北上大連普降暴雨，
致城市多處路段內澇嚴重。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