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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日前， 中宣
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制止豪华铺
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门要把制止豪华铺
张、提倡节俭办晚会和节庆演出，作为落实中
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
规定的重要举措， 作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整治“四风”的重要抓手，切实抓
好，使文艺晚会进一步规范，奢华之风、铺张浪
费现象明显扭转。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切实

在丰富思想内涵、引领价值追求、增强文化底
蕴上下功夫，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提
倡简朴大方、反对豪华奢侈，提倡因地制宜、反
对大操大办，防止拼明星、比阔气、讲排场。

通知要求， 严格控制党政机关举办文艺
晚会。各地党委政府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节
庆观， 带头把制止豪华晚会和节庆演出作为
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杜绝铺张浪费
的一项重要任务， 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 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
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不

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
坚决刹住滥办节会演出、 滥请高价“明星”、
“大腕”的歪风。原则上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为
公祭、旅游、历史文化、特色物产、行政区划变
更、 工程奠基或竣工等节庆活动举办文艺晚
会。 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
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事业单位、企业
以及个人摊派所需经费。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
其所属机关、 事业单位等原则上不得与地方
联合举办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通知强调， 要营造节俭办晚会的良好氛

围。 新闻媒体要大力宣传勤俭节约的精神，宣
传报道崇尚艺术、不尚奢华、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艺晚会和节庆演出， 鼓励内容与形式
的完美统一。加强舆论监督，对临场罢演、漫天
要价，敷衍演出、欺骗观众的歪风邪气予以揭
露，对大操大办、奢华浪费的文艺晚会和节庆
演出予以曝光， 对未按程序报经批准的文艺
晚会和节庆演出， 各级新闻媒体不得安排播
出和宣传报道。 要加强电视文艺晚会播出和
宣传的管理， 对上星综合频道播出电视文艺
晚会实行总量调控，避免晚会播出扎堆。

在我国，居民生活中丢失身份证后，即
使做补办（挂失）处理，但由于目前没有任
何注销措施，导致原身份证仍可正常使用。
记者近期调查了解到，大量遗失、被盗身份
证正通过网络进行非法交易， 并被广泛用
于开办银行卡、信用卡，掩护诈骗、洗钱活
动；更令人忧虑的是，由于我国现行二代身
份证缺乏必要的密码等基本防伪功能，若
不法分子掌握与自己外貌相近的他人真实
身份证，则可“分身两人”，加大公安机关打
击犯罪的难度。

网络公开叫卖挂失身份证
身份证是我国居民目前最重要的身份

证明，而记者近日暗访了解到，这一重要证
件竟在网上被公然叫卖。

通过百度搜索，记者联系到一位自称
金老板的人， 他在自己的QQ空间贴出了
156张女性身份证照片和112张男性身份
证照片，以中青年人为主。金老板表示，他
的身份证都是真的，每张400元，价格可以

商量，但最低不会低于280元一张。若不相
信身份证的真实性， 可待拿到身份证后到
网吧“验明正身”，确认后再交钱。

记者调查了解到， 之所以挂失身份证
成为不法分子的牟利工具， 是因为我国现
行二代身份证存在“先天缺陷”。

天津市南开区户籍管理中心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二代身份证没有密码功能，不能
通过修改密码的方式停止卡片使用。

违法冒用产生多重危害
记者采访了解到，通过“身份证交易黑

市”，大量被盗身份证被违法冒用，产生多
重危害。

首先，便利银行卡交易，为诈骗、洗钱
提供掩护。据了解，相当一部分“被代办”的
银行卡被用于诈骗活动， 部分代办的银行
卡甚至可能被用于官员“洗钱”。

其次， 部分被盗身份证被不法分子用
以代开信用卡，从事金融诈骗。

第三，“分身两人”，为犯罪活动提供掩
护。据了解，通过“身份证交易黑市”，确实
可以买到与自己体貌特征相近的“真身份

证”。如持有该身份证，就可以“分身”成形
式上完全合法的两个人， 如此在酒店登记
住宿、乘坐长途客车、乘坐火车、网吧上网
时均不会被发现。

技术升级迫在眉睫
专家认为， 应加大涉身份证犯罪的打

击力度。相关法律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
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 由公安
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或者
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天津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琳认为，
这个惩处相对于违法带来的利益来讲仍然
太轻，很难起到应有的威慑力，应加大惩罚
力度。

此外，身份证技术升级更是迫在眉睫。
儒法律师事务所律师孙沫认为， 通过技术
升级让我国公民的身份证具有更强的防
伪、防盗功能，比如使丢失后的身份证失去
磁卡功能， 或在读取旧身份证信息时可以
通过系统显示已注销，给相关部门以提醒，
才能从根本上截断身份证买卖市场的利益
链条。 （据新华社天津8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针对执法司法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首个关于切实
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
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 并建立
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据中央政法委主办的中国长安网消息， 指导意
见要求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
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
启动主体和程序。对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隐匿伪
造证据等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意见对办案程序作出细节规范，如，犯罪嫌疑人
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 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
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
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
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
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
作为提请批准逮捕、 批准或决定逮捕、 移送审查起
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根据现行有关法律， 意见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
原则、证据裁判原则等都作出重申性规定，提出坚持
证据裁判原则，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
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不得作为定案根据。对于定
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
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对
于定罪确实、充分，但影响量刑的证据存在疑点的案
件，应当在量刑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

意见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及其亲属闹
访和“限时破案”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规定的裁判
和决定。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
效考评制度，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
定罪率等指标。

五部门封杀“拼明星”“讲排场”

8月12日12时（北京时间12日下午2点），“和平使命-2013”中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切巴尔库尔合同训练场进行实兵实弹协
同训练。图为当日，在俄罗斯切巴尔库尔合同训练场，中方炮火实施远程火力拦阻。 新华社发

“先天缺陷”带来大风险
无密码功能存缺陷，挂失后仍可被冒用，二代身份证———

新华社记者 邓中豪 刘林

首个防冤假错案指导意见出台

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人闹访
和“限时破案”等作违反法律规定裁决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菲律宾政府12日宣布，
菲律宾和美国本周将开始正式谈判， 力争年内
达成一项协定，扩大在菲律宾的轮驻美军规模。
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尔韦特·德尔罗萨里奥和国
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当天共同举行记者会。

德尔罗萨里奥说，一旦达成协议，美军人
员不仅可以继续驻扎菲律宾南部， 而且可以
进驻其他地区的菲军基地。

加斯明说， 新协定旨在强化菲美盟友关
系，使双方能联合行动。他宣称，菲律宾“准备
利用一切资源、召唤一切盟友、采取一切必要
手段……保卫国家”。

菲美拟年内
达成新军事协定

据新华社开罗8月12日电 据埃及官方
媒体《金字塔报》网站12日报道，被解除总统
职务的穆尔西将被延长拘留15天。

报道援引埃及司法部门的消息说， 穆尔
西将因涉及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有关的间谍罪指控继续接受调查，并因
此被延长拘留15天。不过，负责调查穆尔西案
的法官哈桑·萨米尔尚未就此发表声明。

埃及法院
延长拘留穆尔西15天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蔡矜宜）北京时
间13日，2013年莫斯科田径世锦赛结束了女
子20公里竞走的争夺，由于原本处在第三位
的俄罗斯名将索科洛娃被罚下， 紧随其后的
中国选手刘虹“幸运地”以1小时28分10秒获
得第三名，为中国田径军团再添一枚奖牌。

“这场比赛对我来讲非常难，比赛在俄罗
斯进行，她们是主场作战，整体实力又非常强，
所以这场比赛获得铜牌真的是非常难也是相
当幸运。”赛后刘虹表示，因为经过了一个奥运
周期，上半年又有全运会比赛，身体感觉很累。

在伦敦奥运会上以破世界纪录成绩夺冠
的俄罗斯选手拉什马诺娃用时1小时27分08
秒获得冠军，另一名俄罗斯选手、喀山大运会
冠军基尔佳普金娜落后3秒摘得银牌。

今天的比赛一共有62位选手参赛， 当比
赛走到8公里左右时，整体实力强大的俄罗斯
队开始取得领先，刘虹排在第5位。比赛进行
到1小时8分左右，正式进入“中俄争霸”模式，
但拉什马诺娃、基尔佳普金娜最后5公里加速
能力惊人，好在对中国选手拿奖牌威胁最大、
排第三位的索科洛娃吃到第三张黄卡被罚下
场，刘虹拼命追赶最终“幸运”摘铜。

在今年太仓竞走挑战赛上获得冠军的孙
欢欢落后刘虹22秒名列第四名。伦敦奥运会上
获得铜牌的中国选手切阳什姐状态不佳，用时
1小时31分15秒走完比赛，最终名列第15名。

世锦赛女子20公里竞走

刘虹“幸运”摘铜

■严控党政机关举办文艺晚会
■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
■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大腕”

■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向下级摊派经费
■不得与企业联名举办文艺演出
■中央机关不得与地方联合举办文艺晚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截至13日，中央气
象台已连续20天发布高温预警， 南方地区高温
“红色警戒”造成浙江、湖南、湖北等地旱情严重。

记者13日从浙江省防指获悉， 由于高温少雨天
气持续，高温干旱带来的灾害日趋严重。浙江全省水
库河网水位持续下降。截至13日8时，全省大中型水
库总蓄水量236.4亿立方米，蓄水率为73.68%，比12
日8时减少0.78亿立方米。截至12日16时，浙江有79
个县（市、区）受旱，作物受旱面积合计583万亩，因旱
饮水困难的人口有61.7万人，大牲畜11.4万头。

记者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
13日，目前湖南省已有2137个乡（镇）3.64万个村
受旱，占全省乡镇、自然村总数的88.2%、85.6%，
85%以上的国土面积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306万
多人出现饮水困难，这一数字比8月1日统计的饮
水困难人数增加了约177万。

受今年罕见的高温晴热天气影响， 湖北各地
陆续爆发旱情，库塘、河流枯竭频现。湖北省防办
13日通报，截至12日，除神农架林区，其他16市州
的81个县市受旱农田1890.9万亩， 有139.7万人、
32.6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受持续强降雨影
响， 黑龙江、 内蒙古多地因持续降雨发生洪灾。
降雨致嫩江水位持续上涨， 预计嫩江干流将发生
15-20年一遇洪水。

记者从黑龙江省水利厅了解到， 12日8时至
13日8时， 嫩江流域的嫩江县、 讷河市等地普降
大到暴雨， 嫩江水位上涨较快。 与11日相比， 嫩
江干流同盟至江桥水位上涨0.04-0.14米， 超警
戒水位0.6-1.21米。 黑龙江省水文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嫩江干流洪水量级为10-15年， 预计
将发生15-20年一遇洪水。

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12日晚
遭受山洪袭击， 大雨顺山体迅速汇聚到镇区内，
周边河水暴涨达3米左右， 街道积水近40公分，
1000余户居民家中出现过水性进水。

■南旱北涝

南方高温“红色警戒”

北方多地遭遇洪灾

中俄联演实弹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