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
前发布3个指导性案例，对检察机关办理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加强指导，特别强调依
法从严打击“诈弹”威胁民航安全犯罪。

据悉，3个指导性案例分别是李泽强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卫学臣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
袁才彦编造虚假恐怖信息案。案例明确了编造、故意
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编造行为”和“故意传播行
为” 的关系，“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
的判断标准以及本罪和他罪的关系等问题。

最高检有关负责人介绍， 司法机关在办理编
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犯罪案件时常常遭遇
“认定难”， 比如此类犯罪中“编造行为” 和“故意
传播行为” “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严重后
果” 的认定以及本罪与他罪的关系等问题认识不够
统一， 从而影响了对犯罪的依法及时打击。 为了对
检察机关办理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
件加强指导， 正确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最高检有关
部门对近年来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例进
行了梳理和分析， 选编了3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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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曾楚禹 ◎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记者28日获
悉，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今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
点扩至全国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新增的广
播影视服务将按6%税率征税。

这份名为《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
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税收政策的通知》对前期试点的税收政策进

行了整合， 并根据前期试点中反映的情况，
对部分政策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此次发布的《通知》包括修订后的交通
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实施
办法、试点有关事项规定、试点过渡政策规
定以及应税服务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
规定等。《通知》明确，前期试点的相关税收
政策规定自2013年8月1日起废止。

《通知》明确，8月1日扩容后的“营改增”
试点涉及的应税服务将包括陆路运输服务、
水路运输服务、航空运输服务、管道运输服
务、研发和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
意服务、物流辅助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广播影视服务。

税率方面，《通知》指出，提供有形动产
租赁服务，税率为17%；提供交通运输业服

务，税率为11%；提供有形动产租赁服务之
外的现代服务业服务，税率为6%；此外，财
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应税服务税率
为零。

对于外界关注的新纳入试点的广播影
视服务业如何征税问题，《通知》明确将其作
为部分现代服务业税目的子目。 这意味着，
该行业将等同现代服务业按6%税率征税。

新版“营改增”试点税收政策发布

广播影视服务享6%税率

近年来，广西南宁市部分区域违法建设问题日益突出。根据南宁市相关规定，民房最高
只能批准建4至5层。而在秀厢村、万秀村、长堽村、虎邱村等“城中村”，超过10层甚至达到20
层的民房比比皆是，“楼高高”“楼加加”“楼薄薄”“楼贴贴”等违法建筑层出不穷。图为广西
南宁市西乡塘区万秀村“超高层”民房林立。 新华社发

疯狂“种房”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根据中组
部、中宣部、教育部日前联合印发的《关于
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
若干意见》，我国将对师德表现作为教师年
度考核、岗位聘任（聘用）、职称评审、评优
奖励的首要标准， 建立健全青年教师师德
考核档案，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意见指出， 高校青年教师主体积极健
康向上， 但也有少数青年教师政治信仰迷
茫、理想信念模糊、职业情感与职业道德淡
化、服务意识不强，个别教师言行失范、不

能为人师表。
意见提出要完善师德评价内容和方

法，健全学术不端行为预防查处机制。对师
德表现突出的青年教师，予以重点培养、表
彰奖励；对师德表现不良的，及时劝诫、督
促整改； 对师德失范的， 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意见还强调要善于利用社会实践、师生
互动、网络教育服务等多种方式，在潜移默
化中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教育引导；要
确保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经费投入，根
据实际需要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

高校青年教师师德失范 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国务院近日批
转了发展改革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表示， 投融资体制改革对于巩固企
业投资主体地位、 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意
义重大。

《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
工作的意见》 就今年投融资体制改革部署了
以下任务：

———抓紧清理有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法
规， 推动民间资本有效进入金融、 能源、

铁路、 电信等领域。
———按照转变政府职能、 简政放权的

原则， 制定政府投资条例、 企业投资项目
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 建立公益
性运输补偿制度、 经营性铁路合理定价机
制， 为社会资本进入铁路领域创造条件。
支线铁路、 城际铁路、 资源开发性铁路所
有权、 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放， 通过
股权置换等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
线铁路。

拉开序幕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严打击

据新华社石家庄5月28日电 根据解放军总参
谋部年度训练计划，代号“联教-2013·朱日和”的全
军首次新型作战力量联合演练将于6月下旬在北京
军区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进行。

包括数字化合成营在内的多种新型作战力量
将公开亮相并进行红蓝对抗， 非接触先敌攻击成为
主要演练内容之一。

新型作战力量是指在信息化条件下的数字化部
队、特种作战部队、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部队等作战
力量。“联教-2013·朱日和”参演部队包括北京军区第
38集团军某数字化合成营、特种作战营、陆军航空兵
团，第65集团军某机械化步兵旅以及石家庄陆军指挥
学院、特种作战学院、国防信息学院、空军预警学院、陆
军航空兵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空军指挥学院和空军石
家庄飞行学院等8所新型作战力量院校。

“诈弹”威胁民航安全犯罪

我军将举行新型作战力量联演，
数字化合成营———

首次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