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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2019年6月29日，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
赦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
罪犯予以特赦。

经过有关部门的有序高效工作，一批符合特赦决定
规定的老年人、未成年人、女性罪犯在我国传统的中秋佳
节前夕被依法释放。他们纷纷表示，感谢党和国家对他
们的无比关怀，一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对家庭负责的守法公民。

“当我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时，想到家中还有年幼的
孩子无人照顾时，顿时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了信心，而习主
席颁布的特赦令又给了我重生的希望，感谢习主席，感谢
政府，感谢监狱警官在炎热的夏天为我奔波取证。”站在
法庭上的刘某宏激动的心情久久未能平静，“中秋佳节马
上就要到了，能够在这样的节日与家人团圆是我不曾想
到的事情，这个节日我会好好陪陪儿子。”

2018年，刘某宏因赌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服
刑期间，不幸的事情在这个家庭发生，刘某宏的丈夫在
2018年11月27日去世，留下了仅14岁的儿子小伟独自
一人在亲戚家。“感谢特赦，让妈妈回家，我不再孤单了。”
小伟说，他会努力学习，将来做有益于国家的人，回报社
会。

2019年9月2日，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认为，刘某宏完全符合特赦的条件，根据特赦令的相关规
定依法予以特赦。

当天，刘某宏的姐夫也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他说，习主席的特赦令，让我们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女
性的特殊关怀，让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重拾往日的温
暖。

在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所属天堂河女所，刚刚过完19
岁生日的田某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手中拿到
了特赦裁定书。一年多前，失恋后的她开始沉沦，伙同他
人实施敲诈勒索犯罪，最终获刑入狱，刑期1年10个月。

“被抓的那一瞬间，我的内心反而轻松了。”在随后召
开的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特赦教育大会上，田某这样剖析
自己：非法所得虽然让她吃穿用都比别人好，但依然难掩
内心空虚。“我很清楚，那些钱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不是
堂堂正正挣来的。”

“经过综合评定，我们认为田某服从管理，学习认真，
态度端正，在班内能够帮助学习吃力的罪犯学习，综合表
现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天堂河女所副所长张拥春说。

2019年6月底，田某在所内每晚组织集体观看新闻
联播时获悉了特赦这一消息。“看到自己符合‘犯罪的时
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
期在一年以下的’特赦条件，我非常高兴、非常激动。”随
后，田某就书写了申请书。两个月后，她迎来了人生的转
折——特赦申请获批。

田某告诉记者，被赦了刑并不意味着赦了罪，以前对
国家和社会造成的伤害要用一生来弥补。“在女所的这些
日子，女儿有了很大改变。长大了，也懂事了。”从山西老
家赶来接女儿的田某父亲告诉记者，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让一家人中秋前夕可以重聚，万分感激。“我一定会倍加
珍惜，履行好做父亲的责任，引导她走上正确的人生道
路。”

同样属于特赦决定中第七类罪犯的张某海因犯诈骗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罚金3万元人民币，刑止
日期为2020年3月29日。

海南省三江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长吴清东告诉记
者，特赦对象张某海在服刑前主动将诈骗犯罪赃款7万
元退给受害人并取得谅解；在三江监狱服刑期间做到认
罪服法，服从民警管教，遵守各项监规制度，积极参加监
狱组织的各项教育学习和生产劳动，没有发生违纪违规
的行为。

张某海获特赦后的心情非常激动：“国家越来越强
大，社会越来越进步，感谢国家和政府给我这次机会，早
就盼着回家的一天。最想跟爸爸、妈妈、弟弟、外婆一起
吃一顿中秋团圆饭，我现在特别想吃妈妈做的鱼。”张某
海说，家里已经买好了月饼等他回家团圆。

每逢佳节倍思亲。现年77岁的乌尼某某做梦也没
有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和家人再次团聚，还是在中秋佳节
到来之际。2016年7月15日，乌尼某某因犯非法制造枪
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那种绝望让他一度有了轻生
的念头。

9月3日上午，四川甘孜监狱内，甘孜藏族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军宣读了对乌尼某某的特
赦裁定。

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的乌尼某某激动得
有些声音发颤。他告诉记者，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特赦令》，意识到自己符合第六类标准时，简直不
敢相信。“监区干部也为我感到高兴，家人和乡亲们得
知后也特别的高兴。虽然我犯了罪，国家依然没有放弃
我。”

“感谢习主席、感谢党对高龄、残疾罪犯的关心，让我
叔叔在有生之年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中秋佳节能够与家
人团圆。我们将以自家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宣传党和国
家的好政策，带头遵纪守法。”紧紧搀扶着老人，乌尼某某
的侄子乌尼乌合眼含热泪。

中秋前一批特赦对象被释放

新华社昆明9月11日电 云南省
建水县个体工商户办营业执照时，“被
自愿”加入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并缴纳
会费；全县两年半强收会费551万元，这
些会费成为建水县市场监管局的“小金
库”……国务院第六次大督查第十四督
查组收到群众在“互联网+督查”平台上
反映的问题线索，赴建水县实地暗访督
查，查实了一个“红顶协会”。早在2017
年，国务院第四次大督查在云南省石林
县就查出过类似问题。

近日，督查组来到云南省红河哈尼
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临安镇市场监管
所开展暗访，体验办理个体工商户登
记。窗口办事人员要求按照墙上所贴
指引提供材料，再填写加入个私协会的
会员登记表，并明确告知“交会费96元，
当场就可打证，每年年报时再交96元”

“不入会不能领执照”。
督查组调阅临安镇市场监管所档

案发现，目前登记在册的14747家个体
工商户中，除去4566户“僵尸商户”，剩
下的10181户均为个私协会会员并每年
缴纳会费。据此计算，仅临安镇市场监
管所每年就收取会费近百万元。该所
所长承认，即使是未年报的“僵尸商
户”，也都曾为协会会员并缴纳会费。

同时，督查组还发现商户填写的入会申
请书、会员登记表与个体工商户设立登
记申请表、审核表等一起入档。

督查组随机走访当地多家商户，多
数商户表示“入会是被自愿的”“身不由
己”，有的甚至误以为这是“国家规定的
收费”。

督查组调阅协会有关财务资料发
现，协会会费使用混乱，财权实际上由
建水县市场监管局控制，该局的大额经
费开支往往挪用协会会费。2017年1月
至2019年6月，建水县个私协会共收取
会费 551 万元，其中 140 多万元用于多
个市场监管所修缮办公楼、购买营业执
照及登记注册表格等。2018年4月，县
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会议记录显示：

“临安所搬迁预计费用32万元，鉴于我
局目前行政经费严重紧缺，建议此次搬
迁费用由个私协会列支”；“参会人员一
致同意”。

督查组发现，个私协会办公地点就
在建水县市场监管局办公大楼内，协会
下设的14个服务站分别与建水县市场
监管局下辖的14处分所合署办公。长
期以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个私协会
人员交叉，会长、秘书长、财务人员由市
场监管局副局长、局在编人员兼任，市

场监管局各分所负责人大多兼任协会
各服务站负责人。协会各服务站工作
人员深度参与工商注册登记工作，包括
窗口咨询、指导商户填写申请材料、直
接办理审批事项等。

督查组认为，建水县市场监管局滥
用行政权力，将个体工商户办理工商登
记与加入个私协会并缴纳会费捆绑挂
钩，且财务管理使用混乱，部门协会不
分，与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不符，严
重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中央三令
五申规范行业协会商会管理，要求切断
部门与协会利益关联，而这一问题在云
南省却依然存在，必须坚决整改。

督查组要求建水县政府对发现的
问题立即整改，对全县情况进行摸排，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红河州
政府要举一反三，针对类似问题开展全
面自查，清理规范“红顶协会”，加强行
业协会管理。

红河州政府表示，对督查组反馈的
问题，照单全收、立行立改，督促建水县
及州级有关部门及时整改，同时，抓紧
规范行业协会内部治理，加强行业协会
综合监管，并以此为切入口举一反三，
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
持续好转。

9月11日上午，上海迪士
尼乐园工作人员在乐园入口
处按照新规检查游客随身携
带的背包。

9月11日，上海迪士尼度
假区开始实施其主题乐园的
食品携带新规。游客可携带
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
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但不允许
携带需加热、再加热、加工、冷
藏或保温的食品及带有刺激
性气味的食品。

上海迪士尼同时重申，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部门
的指导意见，所有游客及其随
身行李在进入上海迪士尼乐
园前必须进行安全检查。

新华社记者 任珑 摄

上海迪士尼开始实施食品携带新规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2019年9
月 11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广
东省追逃办和汕头市监委不懈努力，

“百名红通人员”、职务犯罪嫌疑人黄平
回国投案并积极退赃。这是党的十九
大以来第 12 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
员”，也是开展“天网行动”以来第60名
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黄平，男，1963 年 9 月出生，广

东广弘华侨铝加工有限公司 （国有企
业） 原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涉嫌受
贿罪，2014 年 5 月外逃。2014 年 11
月，汕头市人民检察院对黄平立案侦
查。2015 年 4 月，国际刑警组织对其
发布红色通缉令。2018 年 1 月，该案
移交汕头市监委办理。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表示，黄平作
为第 60 名归案的“百名红通人员”，
其成功归案再次彰显了党中央有逃必

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
度，体现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形成的
制度优势不断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国
企领域职务犯罪追逃追赃的重要成
果。只要还有一个腐败分子在逃，追
逃追赃工作就一刻也不会停歇；不管
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会将其缉拿归
案、绳之以法。再次正告境外在逃腐
败分子，彻底放弃幻想，尽快回国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

两年半强收会费551万元

国务院大督国务院大督查在云南又查出一个查在云南又查出一个““红顶协会红顶协会””

“百名红通人员”黄平回国投案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记者高
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发布信息显
示，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达79.9
万辆和 79.3 万辆，同比增长 31.6%和
32%，增速比1至7月有所回落。

据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介绍，
1至8月我国汽车产销量达1593.9万辆
和1610.4万辆，同比下降12.1%和11%，
产销降幅比 1 至 7 月继续收窄。1 至 8
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共销售
汽车 1442.9 万辆，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9.6%。

据了解，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呈现环比小幅增长态势：当月产销
完成8.7万辆和8.5万辆新能源汽车，环
比增长 2.9%和 6.4%，同比下降 12.1%和
15.8%。

1 至 8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整
体保持稳步增长，同比增长 31.6%和
32%。从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今年以来
产销数据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增速均超
过40%；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速均
低于 6%，市场表现明显不如纯电动汽
车。

陈士华表示，1至8月汽车产销整
体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近期，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
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商务部等部委正
在深入开展相关调研，广泛征求汽车
行业企业的意见，将会同研究有针对
性的政策措施，并适时出台，支持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的有关政策
和举措将有助于缓解汽车行业的下行
压力，对我国汽车消费起到很好的促
进作用。

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增长三成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