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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拖欠农民工工资
将被列入“黑名单”

人社部近日印发《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管理暂行办
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用人单位存在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社部门应当自查处违
法行为并作出行政处理或处罚
决定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按
照管辖权限将其列入拖欠工资

“黑名单”：(一)克扣、无故拖欠
农民工工资报酬，数额达到认
定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数额标
准的；(二)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违
法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极端
事件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的。将劳务违法分包、转包给
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
和个人，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
的，应将违法分包、转包单位
及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
织和个人，一并列入拖欠工资

“黑名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三部门下发通知：创建完
善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

中共中央宣传部、最高人民
法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近日联合下发关于创建完善
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平台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从全面依法治国和培育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
高度，认真学习借鉴江西“法媒
银·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经
验，充分认识创建完善失信被
执行人曝光平台工作的重要意
义，扎实推进此项工作的深入
开展，确保取得实效。据新华社

中办国办发文：
禁止医药代表卖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
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意见》指出，禁止医药代
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禁止向医
药代表或相关企业人员提供医生
个人开具的药品处方数量。

意见明确，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须将医药代表名单在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指定的网站备
案，向社会公开。医药代表负责
药品学术推广，向医务人员介
绍药品知识，听取临床使用的
意见建议。医药代表的学术推
广活动应公开进行，在医疗机
构指定部门备案。

意见指出，医药代表误导
医生使用药品或隐匿药品不良
反应的，应严肃查处；以医药代
表名义进行药品经营活动的，按
非法经营药品查处。 据新华社

夏崇源、何挺、沐华平被处分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政治

部主任夏崇源因严重违纪受到
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公安部原党委委员、
政治部主任夏崇源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
局长何挺因严重违纪受到开除
党籍、行政撤职处分。日前，经
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
对重庆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
市长，市公安局原党组书记、局
长何挺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 据中纪委监察部网站

国家再次提高
部分优抚对象抚恤标准

据民政部门户网站消息，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发出通知，
再次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
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从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伤
残人员残疾抚恤金标准、“三
属”定期抚恤金标准、“三红”生
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提
高 10% ；在乡老复员军人生活
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人每
年提高 1200 元，烈士老年子女
生活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每
人每年提高 600 元，以上提标
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带病回
乡退伍军人生活补助标准由现
行每人每月 450 元提高至 500
元、参战参试人员生活补助标
准由现行每人每月 500 元提高
至 550 元，农村籍老义务兵每
服一年义务兵役每月增加补助
5 元，以上提标经费由中央财
政和地方财政按比例承担。

据人民网

全国律协出台新规明确
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范

为进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
利、完善律师执业规范，中华全
国律师协会日前出台《律师办
理刑事案件规范》，对律师参与
刑事诉讼活动作出明确规定。

规范明确，律师参与刑事
诉讼依法履行辩护与代理职
责，人身权利和执业权利不受侵
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法庭上
发表的辩护、代理意见不受法律
追究，但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
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
的言论除外。 据新华社

农业部成立农药管理局
农药管理体制作出新调整

近期，经中央编办批准，农
业部在种植业管理司加挂“农
药管理局”牌子，加强统筹协
调，全力抓好农药管理各项工
作。农业部农药管理局将主要
承担农药产业规划、行业指导、
行政许可、监督管理、行政处罚
等工作。

据介绍，经国务院批准，新
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已于今
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条例》
规定，将工信部、质检总局承担
的农药生产企业定点核准、生
产批准证书、生产许可的职能
划归农业部门，农药登记、生产
许可、经营许可及市场监管统
一由农业部门负责。据新华社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
信息管理系统启用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信息管
理系统 10 日正式启用，将建立
起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
息台账。各地民政部门须在今
年 11 月底前完成农村留守儿
童的信息采集录入、审核报送
工作。

此次组织开发的全国农村
留守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
与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建
档立卡贫困户信息系统、残疾
人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
为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数据更
新、比对核实、组合查询、定期
通报、实时报送等工作提供了
可靠的平台支撑和有效的技术
保障。 据新华社

2019 年我国将成为
全球最大平板显示生产地

中国电子视像协会和中国
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
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在建和
已宣布规划的平板显示生产线
投资额已达 8000 亿元。其中，
液晶面板投资超过 5000 亿元。
预计 2019 年左右，我国将成为
全球最大的平板显示生产基
地。据统计，2016 年我国大陆
地区显示行业营业收入超过
2000 亿元。今年上半年，我国大
陆显示面板出货面积约 5700
万平方米，占全球出货量三分
之一左右，仅次于韩国居全球
第二位。 据新华社

中国住房公积金
缴存总额达 11 . 83 万亿元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10 日发布的消息称，截至 2017
年 8 月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
存总额 11 . 83 万亿元人民币，
提取总额 6 . 87 万亿元，缴存余
额 4 . 96 万亿元。

据住建部统计，截至 8 月
底，中国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 7 .26 万亿元，个人
住房贷款余额 4 .36 万亿元，个贷
率(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缴存余
额)为 88%。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天眼”发现脉冲星
为我国该领域“零的突破”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10 日宣布，被誉为“中国天眼”
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 FAST ）经过一年紧张调试，
已实现指向、跟踪、漂移扫描
等多种观测模式的顺利运行，
并确认了多颗新发现脉冲星。
这是我国天文望远镜首次发
现脉冲星。 据新华社

我国成功研制出基于
量子通信的云安全一体机

从我国高性能计算领军
企业中科曙光获悉，为解决数
据通信安全问题，中科曙光与
国科量子通信网络有限公司
近日联合研发出我国基于量
子通信的云安全一体机。

作为面向未来的一种新
型计算方式，随着全球范围内
对量子计算的进一步深入探
索，将对现代信息保密体系带
来很大冲击的量子计算机或
将在不远的将来变成现实。

据新华社

美科学家研发钠基电池
比锂电池成本低

据美国媒体 10 日报道，斯
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研发出
一种钠基电池，能储存与锂离
子电池一样多的电能，但成本
大大降低。

研究人员指出，锂是制造
电池的最佳选择，但锂已变得
稀有且昂贵。目前，开采一吨锂
的费用约为 1 . 5 万美元，而开采
一吨钠的费用仅为 150 美元。
在新设计的钠离子电池中，钠
离子可附着在肌醇上，而肌醇
是一种常见的化合物，可从米
糠或玉米加工过程中的液体副
产物中提取。 据环球网

美批准对日出售
中程空对空导弹

美国国务院 4 日发表声
明称，决定批准对日本出售总
价约 1 . 13 亿美元的中程空对
空导弹，并已就此通知国会。

据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日
本政府要求美国出售 56 枚
AIM-120C-7 先进中程空对
空导弹，包括相关技术和后勤
支持、维修服务等，总价约
1 . 13 亿美元。 据中新社

美国借力以色列技术
主战坦克将配主防系统

据美国媒体 10 月 6 日报
道称，通用动力公司针对陆军
方面的迫切需要，将把以色列
的“特罗菲”主动保护系统安
装在 M1A2“艾布拉姆斯”主
战坦克上。目前尚不清楚有多
少坦克会配备“特罗菲”系统。
这项工作将在 2019 年 3 月之
前完成。

在美国坦克上安装“特罗
菲”系统将是这种防御系统首
次用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制
造“特罗菲”系统的以色列企
业拉斐尔公司与美国通用动
力公司有着合作关系，该系统
使用雷达探测来袭的反坦克
射弹，然后发射一连串类似于
霰弹的弹丸来阻止来袭射弹。

据参考消息网

美 V280 旋翼机将首飞
未来将取代黑鹰直升机

据美国媒体 10 月 6 日报
道称，一种全新的倾转旋翼机
本周启动引擎，并转动了其超
大尺寸的旋翼。贝尔公司的 V
-280“英勇”旋翼机是自 MV-
22“鱼鹰”运输机以来的第一
款美国造倾转旋翼机，并有可
能成为取代 UH-60“黑鹰”直
升机的机型。该机将于今年晚
些时候进行首次试飞。

据环球网

沙特采购“萨德”反导后
又要引进俄制 S400 导弹

俄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
发言人 9 日社表示，俄罗斯
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有关供
应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短
号-EM ”反坦克导弹系统、
TOS-1A 喷火系统、AGS-30
自动榴弹发射器，以及卡拉
什尼科夫 AK-103 式突击步
枪的协议。

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
作局 6 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国
务院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出
售价值约 150 亿美元的“萨
德”反导系统及相关配套设
备。 据环球网

特朗普政府正式宣布
废除《清洁电力计划》

特朗普政府于 10 日正式撤销
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清洁
电力计划》。该局前任局长批评此
举是美气候政策的“全面倒退”。

《清洁电力计划》是奥巴马
政府气候政策的核心，要求美国
发电厂到 2030 年在 2005 年基础
上减排 32% 。此前，美国最高法
院已于 2016 年 2 月下令暂缓执
行《清洁电力计划》，因此该政策
实际上从未实施。 据新华社

加泰罗尼亚暂缓宣布独立
“独派”主席寻求国际调解

10 月 1 日开出 9 成公民投
票民众同意独立的西班牙加泰
罗尼亚自治区，原订当地时间 10
日晚间 6 时 (北京时间 11 日零
时)由自治政府独派主席普伊格
蒙特在议会宣布加泰罗尼亚动
向，但议会却在他开讲前临时宣
布会议延期。

加泰罗尼亚议会开议时间
延后之因原本不明，但自治政
府发言人随后表示，普伊格蒙
特正“联系国际进行调解”。不
过，早就否定 1 日公投合法性
的西班牙政府断然拒绝，直言

“没得谈。” 据环球网

美国解除对苏丹经济制裁
美国国务院６日宣布，鉴于

苏丹政府在多个方面采取了“持
续的积极行动”，美国决定解除
对苏丹的经济制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作出这
一决定是因为在过去的９个月
中，苏丹政府在维护该国冲突地
区的停火协定、加强人道主义准
入、与美国在地区和反恐问题上
的合作等方面“采取了重要措
施”。但她同时表示，为实现苏丹

“全面且持续”的和平，该国政府
仍需取得更多进展。” 据新华社

日本第三钢企神户制钢所
被曝产品数据造假

日本第三大钢铁企业神户
制钢所日前承认篡改部分铜、铝
产品的检验数据，将产品以次充
好供应给客户。丰田汽车、三菱
重工等约２００家企业受到波及。

神户制钢所８日发表声明
说，今年８月底公司内部调查发
现，旗下３家工厂和１家子公司
长期篡改部分铝、铜制品出厂数
据，冒充达标产品出售。过去一年
中，涉嫌造假的产品包括铝制品
约１．９３万吨、铜制品约２２００吨、
铜铸件约１．９４万件。 据新华社

法国公务员举行罢工
以抗议政府劳动法改革

当地时间 10 月 10 日，法国
公务部门举行罢工，反对政府有
关公务员的改革措施。法国公务
部门的运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小学和航空交通受到较严重
的干扰。

据报道，公务部门所在的工
会号召全国 540 万公务员罢工，
以示对政府宣布的有关公务员
措施的“深深不满”，这些措施包
括公务员的工资指数被冻结、对
公务员病假恢复设立“不能享受
病假补偿金的法定期限”、五年
期间公务部门裁减 12 万个工作
岗位等。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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