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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

中俄海军 9 月在南海联合军演
中方将密切关注“萨德”部署情况 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地区战略平衡
7 月 28 日，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杨宇军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 根据
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 中俄两国海
军将于 9 月在南海相关海空域举行
代号为“海上联合-2016”的联合军
事演习，例行性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杨宇军指出， 中俄南海联合军
演是两军的例行性演习， 旨在巩固
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深化两军务实友好合作， 增强两国

海军共同应对海上 安 全 威 胁 的 能
力。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
为何演习地点选择在南海？ 杨
宇军说， 中俄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 近年来两军多次开展联
合演习，这种联合演习深化了互信，
扩大了合作， 提升了共同应对安全
威胁的能力， 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
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目前南沙岛礁已建有 3 条机场

跑道，未来是否会供军机使用？ 杨宇
军说， 南沙岛礁建设的功能是多方
面的、综合性的，除满足必要的军事
防卫需求外， 更多的是为了各类民
事需求服务。 比如，今年上半年海军
巡逻机曾经降落在永暑礁机场，将
重病工人转移至三亚进行急救，这
就充分体现了岛礁建设所发挥的人
道主义救援作用。

谈军队反腐

谈反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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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发生腐败案件
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中国适度发展反导能力
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黄岩岛是中国领土
中国有权维护主权

对于郭伯雄案件的认定问题，
杨宇军表示， 郭伯雄受贿数额特别
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归案后如
实供述罪行，真诚认罪悔罪，赃款赃
物全部追缴。 法院综合评判了全案
的事实情节， 依法对郭伯雄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赃款赃物上缴国
库，剥夺上将军衔。
杨宇军说， 对郭伯雄案的依法
审理，充分表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意志，在
全军官兵中产生了积极反响， 对于
震慑贪腐犯罪、提振军心士气、维护
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郭伯雄案
件的判决再次表明， 军中绝不允许
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党纪国法面
前没有例外。 对军队中发生的腐败
案件，不论涉及什么人、职位多高，
都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针对韩美决定在韩国部署“萨
德”系统，中方一直担忧它的雷达系统
可能监测到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韩
方解释为决定用一个末端监视系统，
并没有大范围监视的说法，杨宇军表
示，关于美韩宣布决定在韩国部署
“
萨
德”反导系统，我们已经表明了立场，
那就是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我
们将密切关注美韩相关举动，并将考
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
地区战略平衡。 至于美韩方所作的技
术上的辩解，业内人士一眼就能看出
来这是否可信。
此外，有记者问近日中国官方首
次公布陆基中段反导拦截的视频影
像， 这是否说明中国正在部署自己的
导弹防御系统？杨宇军说，中方适度发
展反导能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提
高防御能力，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
目标，不影响全球的战略稳定。

杨宇军表示， 中国对南海诸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维护国家海
洋权益， 是中国军队义不容辞的责
任。 关于南海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多次重申过， 划设防空识
别区是主权国家的权利， 是否以及
何时划设防空识别区， 取决于是否
面临空中安全威胁和空中安全威胁
的程度。 他说，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中国有权采取措施，维护主权
和安全，应对各种威胁。
针对有记者问， 台湾当局领导人
蔡英文日前宣称要把太平岛变成国际
人道主义救援和运送补给基地。岛内一
些评论认为，蔡英文实质上是想把太平
岛租借给美国作军事基地。 杨宇军表
示，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主权。 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是两岸
同胞的共同责任。 （据新华社电）

民间投资体量较大且增速明显放缓

国务院向北京等 7 省市派督导组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
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银监
会等部门组成 7 个督导组， 分赴北京、
辽宁、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青海 7 个
省（市）开展促进民间投资专项督导。
这是根据李克强总理 6 月 22 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部署的
专项督导， 旨在进一步检查有关地区
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
间投资发展的决策部署和相关政策文
件情况， 检查有关地区加强民间投资
管理服务和市场环境建设等方面工作
情况，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协
调、推动地方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
促进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今年 5 月份， 国务院开展了促进
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 此次促
进民间投资专项督导是在专项督查的
基础上进行的， 主要针对民间投资增
速靠后， 以及民间投资体量较大且增
速放缓明显的 7 个省（市）。
据了解，实地督导时间为 5－10 天。
各督导组将采取听取情况汇报、实地走
访、座谈交流、专题研讨和查阅文件资
料等多种方式，对有关地区促进民间投
资工作总体情况做出评价、 指出问题、
分析原因，及时向地方政府反馈督导意
见，提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工作的意见
建议，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汇总形成综
合报告报国务院。

两办发布首个
保护司法人员
依法履职规定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近日正式印发了《保护司法人员
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 《规定》
共二十七条，细化了司法人员各类
权益保障机制、拓展了司法职业保
障范围，是首个全面加强法官检察
官依法履职保护的纲领性文件。
《规定》以立足执法实际，明确
部门分工，注重问题导向和可操作
性。 强调对采取不实举报、诬告陷
害、利用信息网络等方式侮辱诽谤
法官、泄露法官个人信息的，要依
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对威胁和暴
力伤害法官的行为，明确了公安机
关快速出警、果断处置的义务。
在规范责任追究方面，《规定》
强调准确追责与必要保护相统一，
从三个方面作了规定。 一是确立了
错案责任追究的标准。 明确追究错
案责任以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
有重大过失导致错案并造成严重
后果的为限，并对执法各环节中法
官、检察官履行法定职责应当承担
责任的情形进行了区分界定，防止
不当担责，以解除法官检察官的后
顾之忧。 二是规范责任追究的程
序。 首次确立了非经法官、检察官
惩戒委员会审议不受错案责任追
究的原则。 三是建立了不实举报的
澄清、善后机制。
为全面做好司法职业保障工
作，《规定》将依法履职保障对象从
法官延伸到包括司法辅助人员在
内的所有承担办案职责的司法人
员，将人身、财产权益保护对象从
司法人员延伸至司法人员的近亲
属，将依法履职保障空间从法庭延
伸至法院和工作时间之外，确保司
法人员安全履职、免受滋扰。
此外，《规定》还对如何考核法
官、检察官办案质量，评价工作业
绩作出规定，要求不得超出其法定
职责与职业伦理的要求，防止法官
既被案件“牵着走”，又被考核“压
着走”。
《规定》 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
起施行。 （据新华社电）

纳税信用等级
最高的企业 ５ 日内
即可办结出口退税
工作内容
1.促进民间投资政策落实情况。
重点检查地方政府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部署和党
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间投资发
展政策文件的情况。
2. 加强和改善政府管理服务情
况。 重点检查地方政府落实深化
“
放
管服”要求，加快构建权责明确、透
明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提升
政府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等。
3. 营造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
场环境情况。 重点检查地方政府落
实对各类市场主体实施公平准入原

则和政策措施，营造权力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的投资环境等。
4. 督查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
况。 重点督导地方政府针对国务院
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专项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逐项检查，举一反三，
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5.研究提出本省（市）改进民间
投资工作方案情况。 重点督导地方
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深入查找
分析制约民间投资发展的原因，制
定完善相关政策和实施细则， 促进
民间投资回稳向好。 （据新华社电）

记者 ７ 月 ２９ 日从国家税务
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出台办法称，
自今年 ９ 月 １ 日起， 对出口企业
实行差异化管理， 纳税信用等级
最高的企业 ５ 个工作日内就能办
结出口退（免）税手续。
据了解，《出口退（免）税企业
分类管理办法》 对出口企业的分
类认定标准进一步细化、明确，通
过纳税信用级别、税收遵从、净资
产等一条条“硬杠杠”，将出口退
（免）税企业分为四类，有针对性
地实施差别化管理和服务。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