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13 日，民警在新
闻发布会现场展示缴获的
假币胶片。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
获悉，1至4月，广东警方在
护航金融“利剑2019”专项
行动中，共侦破经济犯罪
案件 2980 余宗，刑拘 5240
余人，其中破获非法集资、
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
件 92 宗，着力化解金融风
险。

新华社记者 毛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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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张泉）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
通知》，要求全面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医
保制度。

目前，我国已有 24 个省份完成城乡
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工作，其余7个省份城
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仍是并轨运行。通
知重点针对两项制度尚未完全整合统一

的地区，明确要求加快整合力度，于2019
年底前实现两项制度并轨运行向统一的
居民医保制度过渡。

通知要求，制度统一过程中，要巩固
城乡居民医保覆盖面，确保参保率不低
于现有水平，参保连续稳定，做到应保尽
保；完善新生儿、儿童、学生以及农民工
等人群参保登记及缴费办法，避免重复
参保；已有其他医疗保障制度安排的，不

纳入城乡居民医保覆盖范围；妥善处理
特殊问题、特殊政策，做好制度统一前后
政策衔接，稳定待遇预期，防止泛福利化
倾向。

通知要求，各地在确保覆盖范围、筹
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
基金管理“六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
经办服务和信息系统，提高运行质量和效
率。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陈菲）
最高人民检察院 13 日印发修订后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规定》，对最高
检司法解释工作予以进一步规范和细化。

制定司法解释是法律赋予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重要职责之一，也是最高人民检
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法正确
行使检察权的重要方式。修订后的规定
共6章28条，进一步明确了司法解释工作
的职责分工，突出检察机关专业化建设，
优化法律监督职能。

按照修订后的规定，司法解释在制定
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例

如，将“有关机关、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
以及公民提出制定司法解释的建议”作为
立项重要来源之一，同时规定在起草司法
解释意见稿时应当征求有关机关以及地
方检察院、专门检察院的意见；根据情况，
可以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
者等的意见。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司法解释，经检察长决定，可以在报
纸、互联网等媒体上公开征求意见。

为有效避免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的
不一致，规定还对司法解释的制定权限、
司法解释的备案、司法解释的修改工作等
提出要求。规定明确：地方人民检察院、

专门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和司
法解释性质文件；研究制定司法解释过程
中，对于法律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
义，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
确适用法律依据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
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
律解释的要求或者提出制定、修改有关法
律的议案；司法解释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
十日以内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备案；法律制定、修改、废止后，相关
司法解释与现行法律规定相矛盾的内容
自动失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相关司法解
释应当及时予以修改或者废止。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高敬）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13日通报陕西
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整改不力，违规开发
建设问题突出。

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我
国内陆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是我国中西
部国际保护候鸟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第
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该保护区韩
城段存在违法开垦、采砂等问题，要求停
止侵占行为，恢复湿地生态。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督察组对
陕西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回头
看”发现，2016年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指出
该保护区存在问题后，黄河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即进行排查，发现还存在合阳县
圣母湖违法开发建设项目、大荔县违法开
垦种植水稻等问题。但渭南市及合阳县
两级党委和政府没有引起重视，也未研究
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将圣母湖旅
游开发建设列为 2017 年渭南市、合阳县
重点建设项目大力推进。

督察组称，2015年10月，合阳县洽川
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等三家单位共同成立
陕西洽川风景名胜区开发公司，在未取
得国土资源、环境保护等相关手续，也未
征得黄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
同意的情况下，2016 年 4 月开始擅自在
保护区大规模开发建设圣母湖旅游项
目。

督察发现，该项目导致保护区近3000
亩湿地遭受破坏，直至2017年7月才被责
令停止建设。但渭南市及合阳县对圣母
湖旅游项目违规开发问题整改态度不坚
决，项目停止建设后仍寄希望于补办手续
使之合法化。后续恢复治理工作中，两级
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不作为、乱作为，
在没有组织开展生态破坏调查评估的情

况下，就草草决定对已被破坏湿地生态采
取所谓的自然恢复方式，放任不管，直接
导致3000亩黄河湿地恢复治理工作停滞
不前。

督察组指出，渭南市及合阳县两级党
委和政府对旅游项目侵占湿地自然保护
区的事实，不仅不予制止，反而将其作为
重点项目大力推进，存在乱作为问题。合
阳县洽川风景名胜区管委会直接参与违
规侵占保护区活动，失职失责明显。

渭南市林业局向陕西省林业厅上报
的自查报告中，有意漏报圣母湖违规开发
建设问题；陕西省林业厅对保护区内违法
违规问题重视不够，对大面积侵占保护区
问题，没有及时进行查处并督促地方整
改。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记者温竞
华 叶昊鸣）“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工伤保
险参保人数已经达到2.39亿人，其中农民
工参保人数超过了8000万，取得了较好成
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司
长郑玄波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给出了以上数据。

在介绍我国职业病防治形势与对策
有关情况时，郑玄波表示，近年来，人社部
在多方面加大力度保障已参加工伤保险
职业病病人的待遇落实。

在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方面，人社
部通过开展“平安计划”和“同舟计划”等
专项扩面行动，将煤矿等高风险行业和建
筑业、铁路、公路、水运、机场、能源等农民
工用工比较集中的工程建设项目，纳入工
伤保险保障范围。

在持续提高待遇水平方面，人社部于
2017年印发了《关于工伤保险待遇调整和
确定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综合考
虑职工的工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
化、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等多种因素，
对伤残津贴、供养亲属抚恤金、生活护理
费等费用，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努力保
障待遇适度稳步提升。

去年，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份对工
伤保险相关待遇进行了调整，今年人社部还
将指导去年没有调整的在今年进一步调整，
更好地保障工伤职工的医疗和生活需求。

郑玄波说，据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
到2018年，工伤保险已经累计保障了40多

万人次职业病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全额
报销了他们相关的医疗救治费用和住院医
疗费用，有效减少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表示，国家卫
健委正在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保障
政策。对已经诊断为职业性尘肺病，但没
有参加工伤保险，相关用人单位仍然存在
的劳动者，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承担其医疗和生活保障费用；同等情况下
相关用人单位已经不复存在的劳动者，以
及因缺少职业病诊断所需资料仅临床诊断
为尘肺病的劳动者，统筹利用现有的基本
医保、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生活帮扶等各项措施，做好保障工作。

11日，浙江一则新闻上了微博热搜榜首，引起
全网热议。

据媒体报道，4月25日，买家黄小姐在李先生
的淘宝店购入18件衣服，总价4600多块钱。可五
一小长假过后，说是不喜欢，发起了退货请求。店
家李先生却在黄小姐朋友圈发现对方竟然穿着自
家的衣服在西藏旅游拍照。李先生在媒体曝光黄
小姐后，黄小姐的身份信息、手机号、暂住点等等
一系列信息也被泄露。

卖家：节假日经常碰到“试穿族”
希望要一个道歉
店主李先生介绍，因为淘宝要求7天无理由退

货，他认为已经超过了7天，就驳回了买家的退货
申请。这个顾客马上进行了第二次申请，后来淘
宝客服介入，判定买家赢。

“我一看一件都不留，全部退货。全退。理由
就是不喜欢。”李先生加了买家微信，想问问原因，
结果点开对方朋友圈大吃一惊，对方竟然穿着自
家的衣服在西藏旅游拍照！

“一看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些天在西藏旅游，跟
她小姐妹互穿的，一路在晒，去西藏旅游的这些图
片，都是这次在我们家买的衣服，大概我当时看的
是穿了4件。”

李先生在媒体曝光黄小姐后，黄小姐的身份
信息、手机号、暂住点等等一系列信息也被泄露。

李先生介绍，开店3年来，这已经不是他第一
次遇到这样的“试穿族”了，每逢节假日都会有一
些买家，穿着买来的衣服出门旅游，随后再要求退
货。

因为害怕不同意退货顾客会给差评，有时候
退货时间超过了 7 天，甚至有顾客下水洗过染了
色，他也会同意退货申请。“这次是数额特别大，而
且还在朋友圈晒了照片，我特别气愤才曝光的”，
李先生说。

上了热搜之后，也有网友质疑，李先生是在炒
作自己的店铺，趁机打广告。他也不讳言，“我炒
作我自己的店铺很正常，谁让你给我这个机会
呢？”

目前，这18件衣服的退货仍未解决，不过李先
生说他已经不在乎结果了，“这件事也牵扯了我太
多精力，开始只是想把这种丑陋的行为曝光，后续
平台如何判定已经无所谓了，但希望对方能够对
我、对公众有一个道歉。”

买家：我承认错误
希望让我有一条活路
李先生在媒体曝光黄小姐后，黄小姐的身份

信息、手机号、暂住点等等一系列信息也被泄露。
在身陷舆论风暴之后，黄小姐于11日下午通

过微博发声。
按照她的说法，9日已经跟商家达成协议，拍

过照片的衣服不退，但没想到后续发展成这样，这
期间也遭到不少电话辱骂。

记者联系上在宁波工作的黄小姐，电话里，她
一直在哭，说网络暴力太可怕了。“不停地有人打
电话、发短信辱骂我。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铺
天盖地的都是一片骂声。开头几个电话进来的时
候，我还跟对方说，你了解真相吗，你就来骂我。
他说，我就是想骂你，觉得很爽。”

“我一个晚上没睡觉，到现在一天没吃东西。
我的手机卡被我掰了，所有跟手机卡绑定的信息
都被曝光了。今天还有人找到了我住的地方，我
听到有人在敲门。我不敢开，我一天哭得停不下
来。”

黄小姐说，自己一次性买18件衣服很平常，不
是网上说的为了旅游拍照买的，然后退货。她给
记者看她的淘宝评价管理，买家好评率100%。“我
在网上一共买了904样商品，大部分都是衣服，我
就是喜欢买买买，我生活就是这样的人，开心了就
想买，看到喜欢的衣服就买，不喜欢了就退，但是
退货的很少。”

“我是拿到卖家快递当天去西藏旅游，很多衣
服都没有拆封。旅游时，我一共拆了八件，穿了八
件，其中三件是很喜欢的。其余的有的衣服偏大，
感觉质量不好，就套在身上拍了个照。”

在接受完记者的采访后，微信上，黄小姐又给
记者发来一封长信，她说，“我道歉，我承认自己错
误，求求大家，不要再让事情再发酵了。”

11日深夜23:23，淘宝官方也就此事作出了回
应：已联系买卖双方协商处理，将依据平台规则保
护商家合法权益，并表示个案不会影响“七天无理
由退货”。 本报综合消息

我国将全面建立统一医保制度

最高检：涉群众利益的司法解释可公开征求意见

网购18件衣服，退货被曝已外出游玩穿过

“试穿”遭人肉，道歉恳请网友放过

督察组曝光陕西黄河湿地保护区

违规开违规开发建设问题突出发建设问题突出

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全国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22..3939亿人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