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印发《通知》

明确环境保护税
为地方收入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 国务
院日前印发《关于环境保护税收入归属问题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将于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该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直接向环境
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环
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当依法缴纳环境保护税。为促进各
地保护和改善环境、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国务院决定，环
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

宁波舟山港成为
全球首个“10亿吨”大港

据新华社宁波12月27日电 27日9时
许， 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集装箱码头6
号泊位，一只身披“红妆”的集装箱被稳稳
吊装至“美瑞马士基”轮，这标志着宁波舟
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货物吞吐量超10亿
吨大港，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

据了解， 2016年， 浙江省海港集团、
宁波舟山港集团实现深化整合， 宁波舟山
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 当年全港货物
吞吐量突破9亿吨。

“宁波舟山港充分发挥铁路直通港区
等综合服务优势， 加快拓展海铁联运业
务，班列升至11条，业务覆盖全国14个省
36个市并延伸至中亚、北亚和东欧国家。 ”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剑宏
说，今年，宁波舟山港全年海铁联运箱量
将突破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0%。

� � � � 党中央决定 ， 自2018年1月1日零时
起，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党中央、中
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委─武
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这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政治决定，是完善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重大创新举措，
是加强党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
力量的绝对领导、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的重大政治设计和制度安排。

武警部队从组建伊始，就明确定性为
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受中央军委统
率， 其后因形势任务和力量构成的变化，
多次调整领导管理体制，但武警部队主体
的武装力量属性始终没变，中央军委对其
实施统一领导指挥是内在要求。为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党对人民解
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为
更好进行伟大斗争、 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为确保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
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按照“军是军、警是
警、民是民”的原则，对武警部队领导指挥
体制进行调整是必然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武
警部队高度重视， 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统筹谋划 、部署
推进武警部队建设改革，提出一系列重大
方针原则， 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指示，党
的十九大明确作出 “深化武警部队改革，
建设现代化武装警察部队 ” 重大战略部
署，为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指明了
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调整武警部
队领导指挥体制关键和核心，是加强党中

央、 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的集中统一领
导。 中央军委对武警部队统一领导指挥，
是落实《宪法》关于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
装力量、 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的规定，坚
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军，强化党管武装的
根本要求，是有效解决武警部队体制性障
碍和突出矛盾问题、全面加强武警部队建
设的关键之举。

这次领导指挥体制调整，武警部队归
中央军委建制，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军
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
警部队各级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
调机制，有利于加强国家武装力量整体建
设和运用，有利于武警部队有效履行新时
代使命任务，有利于实现领导管理和高效
指挥的有机统一。武警部队作为党绝对领

导下的重要武装力量，肩负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神圣使
命，主要承担执勤、处突、反恐怖、抢险救
援、防卫作战等任务。领导指挥体制调整
后， 武警部队根本职能属性没有发生变
化，不列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改革航船云帆高扬， 强军步伐铿锵坚
定。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不仅是全
军的大事，也是全党全国的要事。中央和国
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人民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坚决贯彻党中央决
策部署，强化“四个意识”，积极主动协调配
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警部队领导
指挥体制有序转换、稳定运行。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载12月28日
《人民日报》）

确保党对武警部队绝对领导的重大政治决定
人民日报评论员

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构建新时空体系
2018年底前完成18颗北斗卫星全球组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李国利 张文科）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27日在北斗宣传研究
与传播中心成立仪式上表示， 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
构建新时空体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是
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

“2035年前，我国将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构建起覆盖
空天地海、高精度安全可靠、万物互联万物智能的新时空
体系。”杨长风说，新时空体系将显著提升国家时空信息
服务能力，满足国民经济和国家安全需求，从而为全球用
户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我国于20世纪后期开始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
统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三步走”发展战略：2000年年底
建成北斗一号系统， 向中国提供服务；2012年年底建成
北斗二号系统， 向亚太地区提供服务；2020年前后建成
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服务。

11月5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两颗北
斗卫星。这是北斗三号卫星的首次发射，标志着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步入全球组网新时代。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记者 刘诗平 赵文君）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发言人冉承其27日表示， 加快北斗三号组网部署 ，
2018年底前建成18颗卫星的基本系统， 提供初始服务；
2020年底前建成30颗卫星的完整系统， 提供全球服务。

2017年12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周倜 王亮时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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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当地时间12月26日，正
在执行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
合科考暨中国大洋46航次的
“向阳红01” 船靠泊智利蓬塔
港，标志着此次环球科考大西
洋航段告捷。 新华社发

�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7日下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通
过了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烟叶税
法、船舶吨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招标投标
法、计量法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
署第83、84、85、86号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
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158人出席会议，出
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
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内地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
设立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的决
定，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
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
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
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选
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名单。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华侨委员
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

于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
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
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免去南英的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职务。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王

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跃跃、吉炳
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万
鄂湘、张宝文、陈竺出席会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
会议。

闭幕会后，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三十一讲专题讲座， 张德江委员
长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主讲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京闭幕
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4部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决定将监察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

� � �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日前， 中共
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
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自
2018年1月1日零时起， 武警部队由党中

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军
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

《决定》明确，武警部队归中央军委建制，
不再列国务院序列。武警部队建设，按照中央

军委规定的建制关系组织领导。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与武警部队
各级相应建立任务需求和工作协调机制。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人民解

放军和武警部队，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强化“四个意识”，积极主动协调配
合，做细做实相关工作，确保武警部队领
导指挥体制有序转换、稳定运行。

中共中央印发《决定》

武警部队不再列国务院序列
将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领导

石济高速铁路28日开通运营

中国高铁网“四横”收官
据新华社石家庄12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于28日开通运营，标
志着我国“四纵四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四横”收官，石家
庄至济南的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3小时47分缩短至最
快2小时9分。

石家庄至济南高速铁路自石家庄站引出， 向东经河
北省衡水市、沧州市，山东省德州市，抵达济南市，全长
298公里。设石家庄、石家庄东、藁城南、辛集南、衡水北、
景州、德州东、平原东、禹城东、济南西等10个车站，运营
时速25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