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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安排，3月 8日至 12日，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天满率达州
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广元考察，学
习两地文化及旅游产业发展的成
功经验和做法。
近年来，巴中市按照
“诗意山
水、五彩巴中”的区域定位，强化
旅游富市、旅游强市、旅游名市战
略，全域谋划推动，壮大旅游产
业；完善要素功能，做优旅游基
础；创新策划营销，做大市场蛋
糕；发展乡村旅游，助推脱贫攻
坚。目前已成功创建 15个国家
4A级景区。广元市围绕“突出全
域旅游带动，努力建设中国生态
康养旅游名市”发展目标，坚持精
品景区建设和乡村旅游扶贫两手
抓，注重高位谋划、系统规划，高
端引进、重点突破，高端打造、高
位宣传，已建成 1个国家 5A级旅
游景区、16个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
我市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巴
中市平昌县、巴州区、南江县，广
元市昭化区、剑阁县、青川县等
地，实地察看、仔细了解旅游景点
打造、文化挖掘、旅游业态培育等
情况，并分别与两市举行交流座
谈会。李天满说，近年来巴中、广
元旅游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积累了宝贵经验，值得达州学习
借鉴。巴中、广元、达州自然景观、
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具有很大开
发潜力和广阔发展前景，希望三
地携手合作，抱团发展，协同打造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拳头产品和旅
游品牌。
巴中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
席袁闻聪，副市长张尚华；广元市
委常委、副市长范学臣，副市长陈
正永，市政协副主席韩跃明、赵自
学陪同考察。
（陈国岳）

市委党校举行2017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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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走势有望从“一竖”过渡到“一横”
关注全国两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 12日的“两会部长通
道”上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正从上半场的降速阶段，过渡到
下半场的提质阶段，经济走势有望从“L”型的“一竖”过渡
到
“一横”。
李伟说，目前国内外经济运行出现了众多新变化，积极
有利的因素明显增多，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降低。
他指出，
从国际来讲，
中长期利率回升，
美元升值的冲击
波在减速，大宗商品价格趋稳，制造业 PMI
持续回升，新兴
经济体改变了连续 5年经济减速的趋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组织在报告中也不同程度地提升了对今明两年世界
经济、
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期。
从国内来看，经济增长缓中趋稳，结构调整加快推进，
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就业形势连年好于预期，PPI连续 8个
月上升，国际贸易打破连续 2年负增长态势，今年前 2个月
进出口总额连月大幅度增长，经济质量和效益稳步改善的
态势正在形成，经济趋稳的确定性明显提高。
但李伟也表示，
“一”横走势，指的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发
展态势相对平稳，并不排除出现短期波动；中国经济开始走
入下半场提质阶段，也不意味着经济转型已经成功。
“我国
经济还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甚至要做好应对可能出现较
大风险的充分准备。”
（据新华社）

莫怀学作专题报告
本报讯 3月 13日，市委党
校举行 2017年春季学期开学典
礼。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党校校
长莫怀学出席开学典礼并作专题
报告。2017年春季学期 5个主
体班中的新任副县级领导干部轮
训班和新任乡镇长轮训班 2个班
次学员、市委组织部各科室负责
人、市委党校全体党员干部和专
兼职教师，共计 240余人参加开
学典礼。
专题报告会上，莫怀学以《深
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
良好政治生态》为主题，从怎么
看、怎么学、怎么做三个方面对市
委四届二次全会精神，特别是对
全会通过的《中共达州市委关于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
内监督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的
决定》进行了全面解析、精准导
读、深刻阐释，为更好地学习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深入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发展良好政
治生态的重大决策部署指明了方
向、标识了路径、传授了方法、提
出了明确要求。
莫怀学在开学典礼上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能否落到实处，党
的各项规章能否成为每一个党组
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动，领导
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至关重
要，要坚持从我做起、率先垂范，

真正以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
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树好榜样。要
以过硬的政治能力匹配身份，以
专业的履职水平胜任职责，以担
当的精神境界珍惜岗位，以淡泊
的自身修为保持本色。要带头树
政德、讲公德、立美德，坚持从言
行举止、待人接物的细节入手，努
力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高尚的
精神境界，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
平静的心灵、平淡的心境，自觉做
到心正、行端、性纯。要不被利益
集团所围猎，要带头加强党内政
治文化建设，正确对待公和私、义
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亲
和清等问题，决不能让“袍哥文
化”
“哥们义气”腐蚀价值观，决不
能让权力沾染铜臭味，推动形成
清爽的同志关系、规矩的上下关
系、干净的政商关系。要不被功
名利禄所牵绊，要正确看待苦与
乐，把艰苦付出当作成就事业的
重要条件，当作难得的成长机遇，
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要正确看待
得与失，在名利待遇上不计较、不
攀比、不失衡，
“ 不以一时之得意
而自夸其能，也不以一时之失意
而自堕其志”；要正确看待快与
慢，不论职位高低，不论舞台大
小，都要把事业放在首位，感恩奋
进、干在实处。
（本报记者 陈静）

健康扶贫
托起脱贫奔康新希望

参加活动的当地群众。

措施：推进政策落实落地见实效

西藏：
抛撒糌粑闹新春
3月 1
2日，参与竖经幡柱的群众从四个方向用力拉动系在经幡柱上的绳索，使其直立。
当日，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举行一年一度的竖经幡柱抛撒糌粑祈福活动。近万名群众参加这一活动，祈求新的一年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
（新华社发）

朴槿惠
搬出青瓦台

市地税局着力推进法治地税建设

本报讯 今年来，市地税局
牢固树立抓依法治税就是服务和
促进税收改革发展的理念，全面
落实《
“十三五”时期全面推进依
法治税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
法治地税建设机制，充分发挥依
法治税在税收改革发展中的基础
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突出强化理念抓基础。针对
“依法治税的难点堵点在法治理
念、突破点也在法治理念”的情
况，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作为强化法治意识的
关键，实行主要领导分管法规工
作，坚持会前学法，建立依法行政
领导小组例会和领导班子成员述
法制度，提高依法治税、依法带队
的能力和水平；加强税收法治宣
传教育，实施
“七五”普法规划，开
展税收普法示范基地建设，积极
营造税收法治文化。
突出法治创建抓示范。深入

推进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和法治税
务示范基地创建，按照新的评价
标准（框架），跟踪指导评估创建
工作，积极向省局推荐全省地税
系统法治税务示范基地；深入挖
掘创建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典型
经验，通过广泛宣传、示范引领，
充分发挥创建工作在促进法治地
税建设的引领辐射作用。
突出规范执法抓创新。选择
2个县（区）局和 1个直属单位试
点建立税收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在现有纸质文书、金三系统的
基础上，重点对税款征收、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
查等执法行为进行音像记录，建
立覆盖所有执法事项、执法环节
全过程的证据保存体系，集成推
广可复制、可移植的“阳光执法”
模式，让规范执法成为习惯，减少
执法争议。
（袁泉）

市国土资源局项目帮扶”贫困村
本报讯 今年以来，
市国土资
源局聚焦脱贫攻坚，
对照年初工作
计划，分解目标任务，细化时间节
点，
帮助贫困村解决迫在眉睫的具
体问题，
加快脱贫
“摘帽”
步伐。
该局对口帮扶的宣汉县峰城
镇豆溪村地处高山区，大部分水
源矿物质含量高、水质不佳，村民
因水质问题导致的结石、肾病发
病率高，群众对改善水源水质意
愿强烈，村集体准备发展的粮食
酒厂也因此迟迟不能开建。市国
土资源局将帮助豆溪村群众寻找
优质水源作为头等大事，多方协
调市疾控中心派出专家开展水源
取样检测工作。目前，该村水源

取样工作已经完成，正在开展水
质检测工作，后期将根据检测结
果合理建设取水点，为豆溪村提
供安全优质水源。
近两年来，市国土资源局突
出“项目帮扶”，开展了地灾治理
工程、阵地建设、土地整理等一批
项目，豆溪村基础设施、整村面貌
和要素禀赋得到极大改善。下一
步，该局将跳出国土系统的职能
职责，帮助豆溪村培育产业支撑、
壮大集体组织经济、带动群众收
入提升，着力整合各方资源，引导
贫困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
形成脱贫攻坚强大合力。
（牛旭 本报记者 罗丹）

（上接一版）2016年底，通川区共完成
19个贫困村卫生室建设，基本医疗设施配
备齐全，合格村医到岗到位，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3月 12日，朴槿惠（中）抵
达位于韩国首尔三成洞的私
邸。
当日晚，遭弹劾并被解除
总统职务的朴槿惠搬出韩国总
统府青瓦台，回到她的私宅。
（新华社发）

跨境与境内操纵个股

惯犯唐汉博等人被罚没 12亿元
沪港通跨境操纵、家族团伙互相配
合……已是资本市场惯犯的唐汉博，本
以为绕道香港开立证券账户，借助“沪股
通”交易机制反向操纵 A股的万无一失
之举，却在监管利剑下，原形毕露。对于
惯犯唐汉博等人的违法行为，证监会依
法从重作出顶格行政处罚，两案罚没款
合计逾 12亿元。

跨境遥控指挥掩盖行踪逃避监管
从证监会过往处罚的案件情况来
看，唐汉博及其胞弟唐园子、表叔袁海林
等人 2010年起，多次操纵个股，违法谋
取暴利，扰乱资本市场，也是自那时起，
唐汉博等人进入了证监会稽查部门的执
法视线，被数次开出罚单。
经查，唐汉博等人涉嫌操纵沪股通
标的股票“小商品城”，交易金额近 30亿
元，获利 4000余万元。证监会同步查实
了唐汉博等人在 2014年 12月至 2015
年 4月期间，涉嫌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
势操纵其他 5只内地股票，非法获利近
2.
5亿元的违法事实。
多起案件的调查证据显示，唐汉博
等人实际控制账户的交易标的类似，买

入的股票和金额与聊天记录中的内容高
度吻合，使用的电脑、网银账户等作案工
具也基本相同。
据证监会稽查人员介绍，在这一系
列的作案中，唐汉博作为组织者和资金
提供者，可以说始终居于关系的中心。另
外，唐汉博操纵市场的行为具有一惯性，
其伙同唐园子等人早已构成一个严密的
资本市场违法团伙。
为了掩盖违法行为，扩大募资范围，
唐汉博等核心成员还借助私募投资基金
管理人的外衣，通过私募投资基金的职
员出面为唐汉博寻找账户、募集资金，将
民间资金席裹进入股市，从事操纵行为。
“对于资本市场上的惯犯，证监会早
已启动重点持续监控的程序。”上述稽查
人员说，在历次作案中，唐汉博借用的账
户共计达 100余个。在证监会展开调查
时，其一边同我们周旋，一边转移阵地，
更换下单场所，从最初的固定地址作案，
散落到全国各地，最终转战至香港。

里应外合粗暴操纵多只股票
连续交易、盘中拉抬、对倒、虚假申
报、大额封涨停……唐汉博等人操纵股

票手法粗暴、凶狠。据证监会稽查人员介
绍，唐汉博跨境操纵“小商品城”案中，唐
汉博及其操盘手王涛利用 3个香港账户
和 1个内地账户，利用资金优势，通过多
种手法，对“沪股通”标的股票“小商品
城”实施了操纵行为。
在唐汉博、唐园子等操纵市场案中，
唐汉博及其操盘手袁海林、袁超、唐渊琦
等操纵“同花顺”
、
“杰赛科技”，唐园子操
纵“广发证券”，唐汉博、唐园子等共同操
纵
“新希望”和
“博云新材”。
证监会稽查执法人员说，唐汉博等
人操纵的“同花顺”
、“杰赛科技”两只
股票，其控制的账户组，在 23个交易
日中，有 14个交易日存在对倒交易，
有 18个交易日存在反向交易，有 12个
交易日，全日撤回申报量占申报量达到
近 50%。
“调取唐汉博通信往来的短信也反
映出，其在资本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影响
力在扩大，性质恶劣。”上述稽查人员说。
在唐园子操纵的“广发证券”股票
中，还存在多次虚假申报撤销等操纵行
为，误导投资者跟风。另一位稽查人员
说，在集合竞价期间挂单，撮合成交前撤

在通川区红十字医院，龙滩乡三太场
村的贫困户张举和他儿子张宝忠正卧床
疗养。2月初，依托健康扶贫政策，他们全
额免费进行了疝气治疗手术。
“ 村子的宣
传栏上明明白白写着呢，赶上政策好，生
病也不愁了。”张举感叹道。
该去哪儿看病？有什么医疗扶贫政
策？为让贫困群众充分了解政策、生病及
时就医，尽快恢复生产生活能力，通川区
以宣传栏、明白卡和《健康扶贫歌》等多种
形式进行立体式全方位宣传，扶贫干部更
是组建政策宣讲小分队、走家串户进行详
尽解说，怎么看病、享受哪些政策让贫困
群众一目了然。
为进一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通川区构建了区、乡、村“三级”联动
机制，推行医疗、医保、医政“三医”
联动保障，实施党政部门、扶贫对象和
社会力量“三线”联动发力，新农合
（城乡居民医保） 参合率、大病保险参保
率、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实现全覆盖。
在区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建立贫困人口
“一站式”服务报销程序，为贫困户求医
开设专用窗口，以及住院“先诊疗后结
算”等制度，实现县域内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个人住院“零支付”。
“我打算病好了就在镇上找份医护工
作，再找个媳妇儿。身体好了，生活也会
好起来！”朱全洪现在家康复休养，对新生
活充满了期待。
据了解，2016年，通川区开展巡回医
疗逾 3.
6万人次，医疗救助 3.
8万余人次，
其 中 患 重 特 大 疾 病 贫 困 户 108人 次 。
3310人通过医疗救助实现脱贫，占全年脱
贫总人口的 35%。
□胡玉石 特约记者 罗宁

单，进入开盘连续交易时再反向卖出，是
他一贯操作手法。唐园子控制的账户，撤
回申报量占到申报量的比例超过 50%的
情况，非常普遍。

屡教不改违法者被顶格罚款

对于惯犯唐汉博等人的违法行为，
证监会依法从重作出顶格行政处罚，两
案罚没款合计逾 12亿元。
此前，唐汉博等涉案人员已因操纵
市场违法行为多次受到证监会行政处
罚，然而，当事人并未迷途知返，反而屡
教不改，愈演愈烈，继续危害证券市场、
操纵股价，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极大
地损害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说，
对该类行径，证监会将始终坚持依法、全
面、从严的监管原则，对证券期货违法违
规行为保持高压态势，绝不姑息。
另外，此案发生在资本市场日益密
切联系的背景下，内地资本市场与香港
市场之间的风险传导、违法犯罪蔓延不
可避免，跨境市场操纵、内幕交易等各类
证券期货欺诈行为也将长期存在。
为应对新形势，中国证监会与香港
证监会已针对沪港通建立了涵盖线索和
案件调查信息通报等合作机制。今后，
将进一步严格依照两地法律密切合作，
坚决打击跨境违法违规行为，让违法者
无所遁形，切实维护资本市场的平稳运
行。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