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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启用
首次开启“代表通道”和“
委员通道” 继续做好“部长通道”

公安部
73 名电信诈骗嫌犯被押解回国

新华社电 随着全国两会脚
步的临近，设在北京西长安街北
侧梅地亚中心的两会新闻中心
27日正式“开张”(见图）。据悉，
今年全国两会将首次开启“代表
通道”和“委员通道”，并继续做好
“部长通道”。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将分别
于 3月 5日和 3月 3日在北京开
幕。记者从两会新闻中心获悉，目
前已有 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
采访全国两会，其中境内记者
2000人左右，港澳台记者和外国
记者 1000多人。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2018年全国两会，也是
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首
次会议。关键时点的关键会议，今
年的两会新闻中心也将格外受到
中外媒体关注。
党的十九大之后的首次全国
两会，中国未来改革发展的一举
一动全球瞩目。两会新闻中心负责
人介绍，今年两会期间，新闻中心
将继续通过新闻发布会、记者会以
及“部长通道”等多种形式，邀请有

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充分回应国内
外关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今年
将在全国两会历史上首次开启“代
表通道”和“委员通道”，邀请各方
面代表委员亮相，讲述代表委员心
声，展现代表委员风采，展现中国
两会的开放自信。
“目前，新闻发布会、记者会
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很多重量级部门负责人将应
邀出席并权威回应热点问题。‘部
长通道’‘ 代表通道’‘ 委员通道’
也将呈现诸多‘干货’，两会新闻
中心将竭诚为中外媒体做好采访
服务。”这位负责人说。新华社发

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全国中小学教育
新华社电 教育部 27日发布
与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冬奥组委
共同制定的《北京 2022年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
育计划》，明确全国中小学要将奥
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
容，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育
课程、德育活动等方式，开展奥林
匹克主题教育。
计划指出，要将奥林匹克教
育纳入学校常规教育教学工作。

有条件的北方地区中小学要开设
冰雪项目运动课程，鼓励南方地
区城市中小学积极与冰雪场馆或
冰雪运动俱乐部建立合作，促进
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计划提出，在东北、华北和西
北地区开展冰雪运动进校园系列
活动。组建冬奥宣讲团，在校园内
开展冬奥知识宣讲，组织学生与
冬奥冠军互动，开展体验学习、奥
林匹克教育大课堂、冬季奥林匹

克教育周、冬季奥林匹克教育日、
冬季奥林匹克教育主题班（队）
会、冬令营、冬季奥林匹克融合教
育等多种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冬奥
会知识，宣传奥林匹克精神。
计划特别提出，鼓励各地方开
设冰雪运动特色学校。2020年，全
国中小学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达到 2000所，2025年达到 5000
所。推进青少年冰雪运动普及，奠
定我国冰雪运动发展的人才基础。

省级信访部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公布
据新华社电 为更好地回应
社会各界对信访工作的要求与期
待，国家信访局 27日公布了
2018年全国 32个省级信访部
门新闻发言人名单及联系方式。
其中，北京市信访办新闻发言人
为副巡视员任才。这是国家信访
局连续第三年在全国两会前向
社会发布省级信访部门新闻发言
人名单。
这份名单包含了 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信
访部门新闻发言人姓名、职务及

新闻发布机构的联系电话、传真
号码，登录国家信访局官方网站
（http:// www.gjxfj.gov.cn/），
在“公告板”栏目中即可查询相关
信息。
据悉，此次公布的新闻发布
工作 机 构 电 话 为 媒 体 联 络 渠
道，不受理信访事项。群众信访
可通过来信、来访或者官方网
站、微信、手机 APP等网上信访
渠道反映。
公布省级信访部门发言人是
信访部门增强信息公开力度的一

个重要举措。近年来，国家信访局
着力打造“阳光信访”，办信、接
访、网上投诉工作规程进一步规
范，信访实地督查、问题曝光和意
见反馈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信
访结构进一步优化。
记者获悉，信访信息化建设
是今年国家信访局的工作重点之
一。信访部门将继续加大信访事
项受理办理公开力度，在互联网
公开受理办理主体、流程和结果，
确保群众投诉“件件有着落，事事
有回音”。

新 华 社 电 记者从公
安部获悉，26日 22时 30
分许，随着一架中国民航
包机降落在天津国际机
场，73名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嫌疑人被我公安机关从
菲律宾押解回国，初步核
破涉及全国 10个省份的
40余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件，涉案金额 2000万元人
民币。
去年下半年，我国多
地发生冒充公检法机关工
作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
会影响恶劣。案件发生后，
公安部高度重视，立即部
署涉案地公安机关循线追
踪、深挖细查，全面开展侦
办工作。经初步侦查，查明
上述案件犯罪窝点位于菲
律宾境内。随后，按照打击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传统
盗抢骗犯罪等“三打击一
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部署，
公安部派员率天津、河北、
吉林、广西等地公安民警
组成的工作组赴菲律宾开
展工作。在我驻菲大使馆
的大力支持下，工作组加

强与菲警方的警务执法合
作，全力侦办案件。
经过两个月的细致工
作，最终确定位于马尼拉、
维甘等地的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窝点具体位置，并掌
握了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大
量犯罪事实和证据。今年
年初，我工作组联合菲警
方，捣毁 6个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窝点。近日，菲律宾
有关部门决定将 73名中
国籍犯罪嫌疑人移交我方
处理，另 78名嫌疑人由菲
方作进一步审查。2月 26
日，73名犯罪嫌疑人被我
公安机关押解回国。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
示，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
人员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严重侵害群众财产
权益，严重损害公检法机
关执法形象，社会影响恶
劣。公安机关将重拳出
击，始终保持对此类犯罪
的严打高压态势，不断强
化国际执法合作，坚决把
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切实
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
合法权益。

中国裁判文书网
生效裁判文书公布4260余万篇
新华社电 截至目前，
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公布全
国各级法院生效裁判文书
4260余万篇，访问量超过
132亿人次，访客来自全球
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
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裁判文
书网。
这是记者从 27日在
京召开的人民法院司法公
开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
的。五年来，全国各级法
院坚持司法公开，建成了
审判流程、庭审直播、裁
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
开平台。其中，全新改版
的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
开网已上线试运行，该网
站将成为全国各级法院
集中汇聚和发布审判流
程信息的统一平台；中国
庭审公开网累计直播庭
审 64万场，主网站及关
联网站总观看量超过 48
亿次，最高日直播量超过
3600场；中国执行信息公
开网累计公布执行案件
3598余万件、被执行人信
息 5189余万条、失信被
执行人信息 992余万条，
为凝聚全社会力量推动

解决“执行难”问题起到
了积极作用。
最高法审判管理办
公室主任李亮表示，经过
五年的发展，中国法院司
法公开力度之大、发展之
迅速，受到了国内外、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
好评。
座谈会上，专家对司
法公开的积极效应普遍表
示认同。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白建军认为，案例是
法治的细胞，通过裁判文
书网提供的大样本，有助
于审判管理、案件质量控
制。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
学院凯原特聘教授程金华
认为，我国法院的数据建
设与公开与过去相比有了
很大进步。
李亮表示，下一步，最
高法将不断丰富司法公开
内容，进一步扩大公开的
覆盖面，通过短信、微信、
网站、移动客户端等方式，
拓展公开渠道。同时采取
措施，不断加强对当事人
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的
保护，切实维护当事人合
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