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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日前，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做好证
明事项清理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要求，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
要求，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切实做
到没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明事项一律
取消。各地区、各部门要对法律、行政

法规设定的证明事项进行梳理，逐项提
出取消或保留的建议。各地区、各部门
自行设定的证明事项，最迟要于 2018年
年底前取消。

《通知》提出，司法部要做好组织实
施工作，加强对国务院各部门清理工作
的跟踪、督促和指导，确保于 2018 年年
底前完成证明事项清理工作，清理工作
完成后向国务院报告情况。根据各地

区、各部门的建议，对确需保留的证明
事项，组织公布清单，逐项列明设定依
据、开具单位等。清单之外，政府部门、
公用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不得索要证
明。对取消证明事项涉及修改法律、行
政法规的，及时启动法律、行政法规修
订程序。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本
次清理工作为契机，通过公布新的办事

指南、大力推行告知承诺制等方式，进一
步转变行政管理方式，规范行政行为，切
实改进服务作风，提升监管效能。要加
强督促检查，对下级机关违法增加证明
事项和证明材料、提高证明要求、随意将
行政机关的核查义务转嫁给群众和企业
的，及时纠正查处；对未及时纠正查处、
引发不良社会影响的，严肃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通知》

本是种粮食、种菜的农业大棚，但在
一些不法开发者的运作下，竟摇身一变成
休闲居住的“私家农庄”“大棚别墅”。

近日，京津冀地区全面开展“大棚房”
专项整治。但“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严查之下，一些网络信息平台仍在发布

“大棚房”租售信息，一些地方继续悄悄开
发、销售“大棚房”。

天津查出1800余个“大棚
房”，北京两名“厅官”被处分

4月27日，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播
发稿件《农业大棚里为何“种别墅”？——
天津部分地方建设销售“大棚房”调查》。
报道发出后，天津迅速在全市范围内全面
启动“大棚房”清查整治专项行动，已查出
多轮整治下尚未发现的“大棚房”1800余
个，涉及违法占地面积共计1300余亩。

在河北，国家土地督察北京局赴廊坊
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实地督导“大棚房”清
理整改工作。大厂回族自治县组织相关
部门对“玫瑰庄园”“百合谷”两处以设施
农业为名违规建设销售的“大棚房”实施
了集中拆除，并对骗取农业补贴等问题开
展核查。

在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对全市范围内
所有农业大棚类项目进行全面筛查，要求
各分局逐项目逐棚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
入园入棚、一棚一档，拍照取证、签字备

查。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 6 月 24 日，各区排查中发现违法数
140宗4484栋，已完成整改29宗1344栋。

同时，北京市区两级纪委监委启动对
昌平区“六合成”观光园违建“大棚房”问
题的责任追究，对5个党组织和20名相关
责任人问责，被处分的干部中涉及局级干
部2人、处级干部11人。

仍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
少数企业顶风销售

不法开发商和房主多在网络平台发
布“大棚房”广告。记者调查发现，尽管有
网络信息平台被约谈，但仍有一些平台发
布相关信息。

据悉，去年8月，北京市相关部门联合
约谈多家网站，要求不得发布“大棚房”信
息广告。但记者日前在多家网站搜索“北
京私人农庄”“天津农家院”等关键词，仍
发现“拎包入住，天津农家院650平米出售
送家电”“农家院土地 600平米超低，急用
钱”“离北京近的一个农家院，离尘不离
城”等信息，并配有图片。

记者打电话发现，这些信息中有的是
个人为转让出售发布的，有的是房屋中介
发布的，有的则是从事“大棚房”销售的

“专业团队”发布的。
此外，记者发现，严查之下，一些企业

仍然违法、违规开发销售“大棚房”。记者

25日来到位于京津冀三省市交界地带的
一处“大棚房”销售处。这里距离北京、天
津、廊坊等主城区仅几十公里，交通非常
便利。

该项目售楼处设在距离项目几公里
远的地方。销售人员介绍，这个项目约有
305套，目前已经售出170多套，购买者以
城市居民为主。平均每套面积约550平方
米，有的屋顶最高达4.3米。

记者看到，这个“大棚房”园区门口赫
然竖立着国土部门关于治理“大棚房”的
公告。这位销售人员说，过去农民种地挣
不到钱，搞这种“大棚房”农民甚至村集体
都可以获益。只要在大棚内象征性地种
一些蔬菜、瓜果即可。

这位销售人员介绍，目前，京津冀地
区对“大棚房”进行整改，但此处项目并未
受到影响。大棚内只要使用木质结构、复
合材料等取代混凝土、红砖，就可以继续
建设。

屡禁不止的“顽疾”如何根治？

据悉，北京市将于7月底前摸清底数，
完成排查清理整治工作，11月底前完成检
查验收备案。天津要求 6月底前将“大棚
房”全部“清零”。河北发布《河北省国土
资源厅关于彻底清理整治“大棚房”的公
告》，已全面启动清理整治“大棚房”工作。

近年来，北京、天津、河北曾多次对

“大棚房”进行整顿和拆除，为何屡禁不
止？

基层执法人员表示，主要在于背后的利
益驱动：开发者以较少的投入，通过改变大
棚用途就能够“坐地生金”；购买者以较低的
价格就能够拥有一片土地，稍加装修就可以
满足城里人的“田园梦”，于是乐见其成。

相关问题的监管不力。由于农民能从
“大棚房”获得收益，有的村干部“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此外，“大棚房”表面有一层覆
膜，仅从外面无法发现藏在其中的违建，国
土执法很难通过卫星拍摄等方式发现。

天津部分涉农区干部认为，地方政府
要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加大对失职渎职人
员的追责力度，从源头上铲除“大棚房”形
成的土壤。同时，要完善土地管理制度，
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弥补管理漏洞，加强
国土执法力度。

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规划国土委已会同市农委与市网信办研
究建立“大棚房”等违法建设项目的信息
日常管控机制。

一些基层干部还提出，要充分利用好
拆除后的土地。天津武清等地拆除“大棚
房”后，将土地复垦作为重点工作。目前，
已经安排种苗、土肥、蔬菜栽培等农技部
门提供技术支持。

□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翟永冠 王晖 季小波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

京津冀严查“大棚房”，为何仍有人顶风销售？

仲夏时节，滇东北雨水丰沛。在山高路陡、
云雾缭绕的乌蒙山区辗转数百公里后，就到了
革命先驱刘平楷的出生地彝良县。该县是著名
的革命老区，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曾在此
建立革命根据地。

走在依山傍水的彝良县城，提起“刘平楷”
这个名字，很多老百姓都说：“这位大英雄是乌
蒙山区人民的骄傲！”

刘平楷，字履端，曾用名刘少猷等，1902年
10 月出生于云南省彝良县角奎镇（今彝良县
城）。刘平楷天资聪慧，7岁进私塾读书，1917
年到昆明省立一中求学，由于思想活跃，接受新
事物快，是省立一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
较早的学生。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席卷全国，刘平
楷在昆明参加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在学生运
动中打头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1922年 5月，刘平楷离家赴京求学。在李
大钊、邓中夏等革命先驱的引导下，他努力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投入反帝爱国斗争，
192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受党组织派
遣，参加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到长辛店协助
邓中夏做宣传工作。1924 年秋，刘平楷受中
共北方委员会和李大钊的派遣，赴河南信阳
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信
阳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共豫陕区执行委
员会常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严
峻时刻，刘平楷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地委书记。
他置生死于度外，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
调任上海沪东区委书记、闸北区委书记。

1928年 5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平楷担任
中共湖北临时省委书记，以恢复遭敌破坏的湖
北党组织。他在形势非常险恶的情况下采取了
一系列果断措施，避免了党组织遭受更大的损
失并逐步恢复。1928 年底，刘平楷受中央委
派，以特派员的身份与谢觉哉前往东北。中共
满洲临时省委建立后，刘平楷担任省委书记兼
军委书记，不久又担任了中共第四届满洲省委
常委、代理省委书记。

1929 年秋，刘平楷根据工作需要回到云
南，于 1930年春担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并在省委书记赴滇南工作期间，负责省
委的日常工作。在云南，刘平楷呕心沥血，抱病
工作，还千方百计筹措经费。

1930年5月5日，在敌人的大搜捕中，刘平
楷为了保护省委的机密文件并安排有关同志转
移，不幸被捕。在狱中，敌人对他先施以高官厚
禄的引诱，被他严词拒绝。敌人又对他严刑拷
打和刑讯逼供，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面
对敌人“你要顽固到底，就难免一死，谁也保不
了你！”的威胁，刘平楷斩钉截铁地说：“大丈夫
不怕死，为何以死惧之！成全我一个烈士的美
名，不也好吗！”

刘平楷把监狱当作新的战场，他在狱中鼓
励难友们要保持革命气节，不要被敌人淫威所
吓倒，他还给大家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
斗争经验。他在狱中给妻子写信说：“为党的事
业和人民的解放而死，我心甘情愿。”并勉励妻
子“对共产主义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要为之奋
斗到底”。

1930年 7月 26日，刘平楷英勇就义，年仅
28岁。

烈士永生，浩气长存。刘平楷视死如归的
共产主义献身精神早已成为乌蒙山区各族人民
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后人矢志不渝，
艰苦奋斗。

□ 新华社记者 字强
（新华社昆明6月28日电）

6月28日，工作人员在杭州东站枢纽应急指挥
中心查看实时监控。

当日，杭州火车东站智慧高铁枢纽应急指挥
中心正式启用。该应急中心通过整合 700 余处监
控设备，利用大数据分析等高科技手段，无死角覆
盖整个车站枢纽区域，实现人脸识别追踪、车辆信
息分析、客流分析预警等智慧功能，全面提升智能
化管控能力。

新华社 发（李忠 摄）

杭 州 东 站 启 用 智 慧
高铁枢纽应急指挥中心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装车间，科研人员正在交接产品(2009年8月9日摄)。
在中国从航天大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征途中，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功不可没。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以下简称：

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包括长征三号甲、长征三号乙、长征三号丙三个型号，是我国航天领域主力运载火箭，主要用于我国地
球同步转移轨道卫星的发射任务，并在北斗工程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誉为北斗组网工程的“专属列
车”，有着“金牌火箭”的美誉。

自2000年10月31日，长三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我国第一颗北斗卫星算起，至今共进行了28次发射，将35颗北斗卫星成功护送
升空，发射成功率百分之百（其中包括7次一箭双星发射）。“高轨道”“高密度”“高可
靠”，“金牌火箭”这些耀眼成绩背后，有一支优秀的运载火箭研发团队，他们是默默无
闻铸造大国利器的“金牌火箭人”。新华社发（航天科技集团第一研究院供图）

“金牌火箭”背后的“金牌火箭人”
——记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研发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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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熊丰
余俊杰）公安部28日公布了简捷快办、网
上通办、就近可办等20项交通管理“放管
服”改革新措施。9月1日起，20项新举措
将全面启动推行。

在改革窗口服务方面，实现身份证明
免予复印，申请表格免手填写，车辆识别
代号免费拓印，相关部门证明凭证实现联
网的逐步免予提交。对补换领驾驶证等
车驾管业务，凭本人身份证明一证即办。
整合车驾管业务窗口，推行缴费电子支
付，实现“一次排队、一次受理、一次办
结”。推广使用自助服务终端，提供补换
领驾驶证、机动车选号、交通违法处理等
多种自助服务，减少窗口排队等候。

在“互联网+交管服务”方面，实行驾
驶人考试预约、机动车选号、补换领驾驶
证、申领免检标志等交管业务网上办理。
同时，推进与可信身份认证平台对接，实
现身份信息“一次采集、多点可用”。试点
驾驶人审验教育实现网上申请、网上认
证、网上学习。推进与法院、保险机构的
数据信息共享，推动实现车损事故网上定
损、理赔。

在延伸下放业务方面，由汽车销售
商、二手车市场、保险等单位代办新车注
册登记、二手车转移登记等车驾管业务，
提供购车、选号、投保、缴税等“一站式”服
务。由遍布城乡的邮政网点代办补换领
驾驶证和行驶证、申领免检标志、自助处

理交通违法等业务。利用乡镇政务服务
网点等办事窗口，代办摩托车登记、补换
领驾驶证等业务，打通农村服务“最后一
公里”。

此外，全面推行小型汽车、货车和中
型客车跨省异地检验。试点非营运小型
车档案电子化网上转递，减少群众两地间
往返。省内居民持身份证全省范围内直
接申领小型汽车驾驶证。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7月底前，资料减免、一证即办、自助快办
等 8 项便民服务类措施在直辖市、省会
市、自治区首府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36个
大城市率先落实。9月 1日起，20项措施
全面启动推行。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记者 王
优玲）针对近期房地产市场乱象，为
严厉打击侵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行
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七部门联合
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将于今年7月初至12月底，在北京、上
海等 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
市场乱象专项行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中宣部、
公安部、司法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
总局、银保监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了《关于在部分城市先行开展打击侵
害群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 治理房地
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的通知》。根据
通知，本次专项行动的打击重点包括
投机炒房、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等
四个方面。

一是打击操纵房价房租、捂盘惜
售、捏造散布虚假信息、制造抢房假
象、哄抬房价、违规提供“首付贷”等投
机炒房团伙；二是打击暴力驱逐承租
人、捆绑收费、阴阳合同、强制提供代
办服务、侵占客户资金、参与投机炒房
的房地产“黑中介”；三是打击从事违规
销售、变相加价、一房多卖、霸王条款、
价格欺诈以及限制阻挠使用公积金的
房地产开发企业；四是打击发布不实房
源和价格信息、进行不实承诺等欺骗、
误导购房人的虚假房地产广告。

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履行房地
产市场监管主体责任，把打击侵害群
众利益违法违规行为作为整治房地产
市场乱象工作的重中之重，细化工作
任务，明确整治措施，落实监管职责，
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通知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监督，
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反映
强烈、问题突出的典型案例要挂牌督
办，及时公布查处结果，回应社会关
切，着力构建房地产市场共治共管的
局面。要加强政策解读，正面引导舆
论，定期集中曝光违法违规典型案例，
形成震慑，为房地产市场营造良好舆
论环境。要强化督查问责机制，对专
项行动实施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依法从严惩处。对涉嫌隐瞒包庇、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部门和人员，坚
决问责。

通知指出，要坚持整顿规范和制
度建设并重、专项整治和日常监督并
重、加强管理和改善服务并重、投诉受
理和主动监管并重，建立房地产市场
监管长效机制，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这30个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无锡、杭
州、合肥、福州、厦门、济南、郑州、武
汉、成都、长沙、重庆、西安、昆明、佛
山、徐州、太原、海口、宁波、宜昌、哈尔
滨、长春、兰州和贵阳。

住建部等七部门重拳
出击整治房地产市场乱象

20项交管“放管服”新举措：

资料减免、一证即办、自助快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