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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2日召
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
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 《中共中央关于
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稿在党内外一定
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
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
届二中全会审议。
会议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
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
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我们党治国理
政实践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
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
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
会议指出，我们党高度重视宪法在治国
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坚持依法治
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
要坚持依宪执政，把实施宪法摆在全面依法
治国的突出位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
宪法实施和监督工作，为保证宪法实施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会议认为，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
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
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和根本成就，确立

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定了国家的根本任务、
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奋斗目标，规
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规定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民主集中制
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反映了我
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我国宪法
确立的一系列制度、原则和规则，确定的一系
列大政方针，具有显著优势、坚实基础、强大
生命力，
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会议指出，宪法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是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

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为更
好发挥宪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需要对宪法作出适当
修改，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
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
定。党中央决定用一次全会专门讨论宪法修
改问题，充分表明党中央对这次宪法修改的
高度重视。会议认为，
这次宪法修改要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
“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
新成就新经验新要求，推动宪法与时俱进、完
善发展，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
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必须贯彻以下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严格依法按照程序
进行；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共识，确保反
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坚持对宪法作部
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做到既顺应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要求，又遵循宪法法律发展规律，
保持宪法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政府通报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及本届政府以来提案办理情况

沈阳上夹河污水处理厂力争6月出水达一级A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沈阳
上夹河污水处理厂为有效解决污水散发异味
问题，对该厂提标升级改造，力争2018年6月
份实现出水水质一级A标准。
昨日，在省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会
上，省政府通报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以及
本届政府以来提案办理工作情况。
本届政府以来，
共收到省政协提案2887件
2014年581件、
2015年606件、
（2013年530件、
2016年602件、
2017年568件）。截至去年9月
底，
上述提案全部办结。在2017
年的539
件主办
件中，意见已采纳或问题已解决的有348
件，
占
64.
56
%；
所提问题列入计划、
需逐步予以解决的
.
20%；
有152件，
占28
因受现行法规政策或客观
.
24%。
条件限制，
确实难以解决的有39
件，
占7

受理营商环境投诉案件1264件
问责处理817人

2%。省政府确保每年民生投
件，
占总数的34.
入只增不减。2017年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投入比上年提高25%，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5%，城乡居民基本
月人均标准比上年提高5.
1%，城市
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分别提高7.
7%和10.
0%。
和农村低保平均标准分别提高6.
实现了城乡低保家庭取暖救助全覆盖。
比如《关于搬迁上夹河污水处理厂，建设
良好人居环境的建议》，
由于该厂从2008年签
署了30年的市场化特许经营权，搬迁成本巨
大，且不利于及时处理污水。当前，该厂水污
染物排放经第三方检测符合二级标准。为有
效解决污水散发异味问题，承办单位对该厂
提标升级改造，力争2018年6月份实现出水水
质一级A标准。

提前完成“十三五”
钢铁煤炭产能化解任务

全省法院五年审结贪污贿赂、
滥用职权、
失职渎职案3740件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过去
五年，全省法院依法审结贪污贿赂、滥用职
权、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3740件，其中，依法
审理原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36人、县
处级干部272人。
昨日，省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会听
取了省高法工作情况的通报。过去五年，全省
法院依法审结刑事案件347241件，审结行政
案件92922件，通过司法建议将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纳入各级政府的绩效考评。
在严惩腐败方面，
全省法院依法审结贪污

贿赂、
滥用职权、
失职渎职等犯罪案件3740件，
涉案被告人5103人，其中，依法审理原省部级
干部7人、
厅局级干部36人、
县处级干部272人。
全面实施立案登记制度改革，全部建成集“实
12368诉讼服务热线和网上
体诉讼服务大厅、
诉讼服务平台”
三位一体的
“一站式”
诉讼服务
中心，
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与省
司法厅在全省法院共同设立法律援助工作站，
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法律咨询、
辩护等。
五年来，省法院受理案件60754件，全省
法院受理案件3584406件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52.
39%和51.
84%。2017年分别受理18150件
81%和
和1017701件，比2013年分别增加89.
77.
44%。勇于向“执行难”亮剑，仅2017年全
52%，执
省法院就执结163536件，同比上升7.
98亿元。
行到位金额163.
院庭长办案实现常态化制度化，2017年8
月以来，全省三级法院院庭长共审结案件
181305件，占同期已结案件总量的58.
78%。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基本完成。遴选产生了第
一批员额法官5082名，占政法专项编制的
35.
43%。

省检察院工作情况通报

针对提案者高度关注的营商环境建设问
另外，在实施精准化去产能中，淘汰落后
5万吨、钢铁129万吨，关闭煤矿
题，专门成立了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颁布实 产能水泥421.
施了《辽宁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开展了营 185个，退出煤炭产能1020万吨，提前完成
钢铁、煤炭产能化解任务。
商环境建设年活动，
受理投诉案件1264件，问 “十三五”
在降低实体经济成本中，落实结构性减
责处理817人，推动建立“亲”
“清”政商关系。
对于提案者提出的推进辽宁自贸区建设 税、普遍性降费政策，取消、停征和调整收费
方面
的建议，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辽宁自贸区建设 政策26项。其中，企业关注的“五险一金”
总体方案于2017年3月获批，省政府印发了自 降低了失业保险费率，用电方面推进了输配
8个协 电价改革，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规模，降低了
贸区建设三年滚动计划，分成3个片区、
调组统筹推进。截至2017年底，自贸区新增注 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和其他用电价格，年可减
3亿元。
9亿元，超亿 轻企业用电负担25.
册企业21641家，注册资本3131.
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中，全省地方国有
元的企业达到519家。
资产近90%集中到先进装备制造、能源资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产业。化解煤炭
产能60万吨，处置国有“僵尸企业”115户。
月人均标准比上年提高5.
5%
推进国有资本与各类社会资本融合发展，全
3亿元。
2017年，涉及民生保障方面的提案194 省国企吸引社会资本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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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省查办职务犯罪1557人 包括35名原厅局级以上干部
本报讯（华商晨报主任记者 刘桐）2017
年，
我省依法查办包括35名原厅局级以上干部
在内的职务犯罪1557人。5年来，
追回在逃职务
犯罪嫌疑人119人，
其中境外25人。我省检察机
关管辖的4名
“百名红通人员”
已有3名归案。
昨日，省政协十一届二十一次常委会听
取了省检察院工作情况的通报。
五年来，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101361
件130627人、
提起公诉174519件233722人。
依法起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37人，
起诉组
织犯罪1450人。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中，
起诉
故意杀人、强奸、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12324
人，起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237人，起诉抢
劫、
盗窃等多发性侵财犯罪53919人，
起诉毒品
犯罪24818人。在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

批准逮捕192件486人，
涉案金额近4亿元。
同时，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
商品犯罪打击力度，起诉该类犯罪4906人。在
惩治危害安全生产犯罪中，同步介入安全责
任事故案件调查763件，查处事故背后失职渎
职犯罪206人，起诉重大责任事故犯罪375人。
在防范金融风险中，突出惩治利用互联网实
施的金融犯罪和非法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
罪，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贷款
诈骗等犯罪1382人。
在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中，五年来，检察
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7380件10954人，其
中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7662人，渎职侵权犯
罪嫌疑人3292人。依法查办4名在全国有重大
影响的原省部级干部犯罪案件。依法查办原

厅局级干部110人。立案侦查征地拆迁、保障
性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等民生领域重点
环节贪污贿赂犯罪2238人。认真查办专项资
金审批、发放、使用等环节的渎职犯罪781人。
查办执法司法工作人员犯罪504人。追回在逃
职务犯罪嫌疑人119人，其中境外25人。我省
检察机关管辖的4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名
归案。特别是2017年，依法查办包括35名原厅
局级以上干部在内的职务犯罪1557人。
在刑事诉讼监督方面，监督侦查机关立
案1898件、撤案771件，决定追加逮捕3083
人、追加起诉2704人，不批准逮捕47225人、
不起诉13840人，对侦查活动中的违法情形提
出纠正意见3196件次，对认为确有错误的生
效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1983件。

民生关注 我的追问与你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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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骗局！
“黄牛”
利用火车票合成器做假票
60秒生成“高铁票”假火车票电子版截图能以假乱真 铁路警方提醒乘客通过正规途径购票
本报讯（华商晨报记者 王丽娜）随着春
运的日益临近，春节火车票已经开始预售了。
火车票实名制后，
“ 黄牛技术”也“更新
换代”，出现了使用“火车票合成器”诈骗的
案例。
记者调查时发现，用“火车票合成器”不

到一分钟即可生成电子版高铁票，而且达到
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沈阳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
信“黄牛”的帮助，也不要通过非正规渠道
购 买 火 车 票 ，要 警 惕 网 络 购 票 陷 阱 ，避 免
上当受骗。

你能分清哪个是假火车票吗？（正确答案：左图为通过软件制成的假车票，右图为真车票）

案例

找
“黄牛”
代买火车票 遇
“火车票合成器”
诈骗
近日，据媒体报道，北京市民李先生几天
前，在网上找到一名“黄牛”代买北京到山东
的火车票，一张票加价100元，然后把自己和
同事的个人信息发给
“黄牛”
。
很快，
“黄牛”就通过QQ给李先生发来了
两张从北京到山东的火车票的照片。当时李先
生觉得诧异，因为没想到“黄牛”速度如此之
快。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
李先生向铁路销售
热线核实，
票面信息上的编号根本就不存在。
原来，李先生其实遭遇了“火车票合成
器”。该软件是可以通过火车票信息以及个人

信息合成一张电子版的火车票图片。起初，
这
款软件是被网友用来恶搞的，但是，春节火车
票开售没有几天，就有多人在网上吐槽被“火
车票合成器”合成的照片险些骗钱的遭遇。
沈阳市民徐女士看到这则新闻后非常后
怕，因为她也经常找“黄牛”买春节回家的火
车票。“每年春节回老家买票都得抢，家里人
有的时候根本抢不到票。”徐女士说，一般情
况下，她会选择单位附近的火车票代售点，以
每张车票多花5块钱来购买，否则担心没有票
回不了家。

体验

恶搞软件可生成火车票 相似度能以假乱真
1月12日，记者通过网上搜索看到，多个
网站提供的恶搞软件具有火车票生成功能。
记者随机选择了一家网站看到，网页上
晒出了多个软件合成的火车票。从肉眼来看，
合成的高铁票和真的高铁票颜色、字样都特
别像。
不仅如此，在页面上还有一系列教程。网
站提示，只要输入相应的起点站、终到站、开

车时间、
席别、价格等信息，便可生成车票。
随后，记者输入一系列信息后，不到一
分钟的时间，一张假的高铁车票电子版就
出现了。通过和真高铁票对比，记者发现，其
相似度与真实车票几乎一样，
并带有二维码。
记者扫描假火车票上的二维码，页面跳
转到铁路12306的页面，
却找不到该张火车票
的任何信息。

调查

“网络黄牛”
藏身QQ群 每张票收80~100元手续费
1月12日下午，记者尝试用微信、QQ以
“火车票”为关键词，
搜索出了很多QQ群。
QQ群大部分是不可以聊天
记者发现，
的，也就是不能在群里说话，群主或者群管理
员会将群主的QQ号码放在群里，客户可以根
据要求随意添加。
记者随机选取了3个QQ群加了进去，之
后负责抢火车票、买火车票的网友很快给记
者发来消息。
记者以沈阳-广州的卧铺火车票为例，分
别发给三个网友。
记者：
想要沈阳*广州的'张卧铺票，需要

加多少钱？
5张500块
买票人：手续费100块钱一张，
钱。你要的多，80一张吧。
记者：能便宜点吗？一下子买'张呢。
买票人：行，一共200吧，5张票一个人40
块钱。
记者：你怎么保证买的是真票呢？
买票人：可以视频验票，也可以先上
12306查询之后付款。
聊天中，记者发现，整个买票的过程中，
无法分辨出对方的身份，而且聊天时对方的
回答都很简练。

提醒

支招

提示

不要轻信
“好心人”
帮助 抢票软件、
“黄牛”
帮买票 购火车票
实为票贩子赚劳务费
都不如自己亲自办
选正规途径
1月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沈阳铁路公安局沈
阳公安处。
对于沈阳的情况，民警介绍，目前还没有发现
有旅客被
“火车票合成器”骗钱的情况。
民警表示，
春运即将来临，
票贩子花样翻新，充
当好心人，
在进出站通道、人工和自动售票区域，利
用其长期在车站活动成为
“路路通”，
熟悉铁路常识
和车站出票时间优势，
“帮助”旅客在自动售票机购
票，赚取劳务费。
1月5日，旅客王某欲乘坐当日17时35分沈阳
北至深圳的Z188次列车，因交通堵车，当他赶到沈
Z188次列车刚刚始发，王某急得捶胸顿
阳北站时，
足，票贩子孙某见状主动上前搭话，称有办法帮他
赶上这趟车，
但是需要100元劳务费。
王某情急之下，给了孙某100块钱，孙某带着
王某买了一张到锦州南站可以撵上Z188次列车的
D8次高铁票，
并且保证不耽误王某的行程。
因为王某急于赶往深圳看父亲，
孙某带王某买
完高铁车票后，
当孙某和王某交易时被沈阳北站派
出所民警查获。
沈阳铁路警方提醒广大旅客，不要轻信“好心
人”的帮助，如果乘车误点，未赶上车，请向车站问
事窗口或工作人员咨询，
改签或乘坐后续高铁列车
追赶，
以免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民警介绍，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
“ 黄牛们”一般
会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赚取劳务费。
!"把客户!#$%&的账户和密码要过来，然后登录
客户的账户去帮他抢票，然后客户再登录自己的账
号，支付火车票的钱，
“黄牛”要收'%(!%%块钱的费用。
等到客户确认后，把酬劳给
“黄牛”。
#"客户直接付款。“黄牛”帮助抢到票，客户付款
后把手续费转给“黄牛”，然后去取票。
$"下载抢票软件。
抢票软件实际就是一个插件，
在技
术上门槛低，有网络信息安全隐患问题。如果抢票软
件将这些数据出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将全部泄露。
此外，在用户使用“抢票软件”时，在第三方客户端输
入个人账户和密码的过程就可能造成个人信息泄露。
警方提醒广大旅客：
!"不要购买非正规渠道销售的火车票，也不要轻
易相信陌生人从事的火车票代订代购业务。因为一
些不法分子，收到票款之后就会逃之夭夭，失去联
系。还有一些不法人员，在收到票款后会交给乘客他
们自己制作的假票，导致乘客无法进站乘车，影响出
行计划。
#"也不要相信任何号称有铁路内部关系，可以带
您进站购买内部票的行为。
$"如果发现有人倒票，旅客可以拨打火车站内公
示的报警电话。

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官网
公布其火车票销售的官方途
径有以下几种：
!"!#$%&官方网站，切记进
入!#$%&网站购买车票需看清
其是否为官方!#$%&网站；
#" 火车站车票销售窗口，
在窗口购买排队时不要轻信
他人有低价车票出售；
$"车站自动购票机，在使
用自动购票机时要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和支付安全；
)"微信购票，铁路部门已
经开通微信购票渠道，在使用
微信购票时需注意是否跳转
到其他网站；
'"!#$%&手机客户端购票，
在使用客户端购票时也需注
意使用的网络是否安全；
&"其他商业售票渠道以及
铁路公布的官方渠道。

记者

■图片由华商晨报主任
王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