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启动全国打击毁林专
项行动，对2013年以来毁林问题进行全面清理排
查和专项整治，严厉打击毁林违法犯罪行为，进一
步维护森林资源管理秩序，提高森林资源保护管
理水平。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专项行动于3
月至12月集中开展，全面清查非法侵占林地、毁林
开垦、滥砍盗伐林木、违规拆分审核（批）、临时用
地逾期使用、违规调整和破坏国家级公益林等问
题；重点排查生态区位重要、涉案林地林木数量
大、持续时间长、影响恶劣的案件；全面梳理地方
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涉林政策，坚决纠正违法
违规情形。

这位负责人要求，各地要将专项行动和森林
督查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森林督查已经建立
起来的管理和技术体系，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
案。要运用卫星遥感、群众举报、媒体监督等举
措，全面开展自查自纠。要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等生态区位重要、敏感、脆
弱地区作为重点排查区域，把涉案数量大、顶风作
案、性质严重、情节恶劣的大案要案作为重点整治
对象进行查处。要对近3年的森林督查进行深入

“回头看”，切实解决自查弄虚作假和整改不及时、
不到位问题。要联合自然资源、公检法等部门力
量，综合运用通报、约谈、曝光等措施，按照“案件

查处、林地回收、追责问责”三个到位原则，全力推
动问题整改，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他强调，各地要通过专项行动，清存量、遏增
量、破难题、建机制，不断提升林业治理现代化水
平。通过依法严肃处理涉林违法违规问题，以查
示警，强化管理。建立严格的问题排查机制，确保
排查结果真实准确。积极稳妥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同时，持续开展森林
督查，努力提高预警、发现和查处能力。国家林草
局将按照《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意见》，将破坏
森林资源案件查处整改成效作为林长制督导考核
的重要内容。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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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厅获悉，该厅近期印发
了《关于切实提高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质量增强“放心
消费在吉林”品牌号召力落实举措的通知》，提出14
条具体落实举措。其中包括督促经营者公示首问负
责、赔偿先付、无理由退货等制度，并严格履行到位
等内容。

该通知提出，要在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创建
的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中树立示范典型，高质量落
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稳步提高消费能
力，改善消费环境，让居民能消费、愿消费，以促
进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的要求，以“提振消费信
心、释放消费潜能、助力经济循环、促进消费增
长”为目的，结合我省“放心消费在吉林”创建工
作实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坚持

“优中选优、强中评强”的原则，集中力量切实提
高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质量，增强“放心消费在吉
林”品牌号召力，以优示范、以强带动我省消费环
境持续向好发展。

具体举措还包括：督促经营者承诺践诺，诚
信自律经营，不得恶意欺诈消费者，切实保障服
务质量；督促经营者落实进货检查验收、进(销)货
台账、商品质量承诺、不合格商品退市等制度，切
实保障商品质量；督促有条件的经营者在独立空
间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针对消费者的合理诉求
实现消费纠纷“零跑动”；督促经营者在经营场所
醒目位置悬挂放心消费示范单位牌匾；督促经营
者张贴、悬挂“放心消费在吉林”官方标识、宣传
语、宣传画，有条件的经营者滚动播放参加创建
活动内容；不得将列入企业异常信息名录的单位
列为培树对象；对不符合创建标准的示范单位严

格执行摘牌退出机制；加强对培树对象的明察暗访，确保培树质量；对树立
的“放心消费示范典型单位”给予正向激励和支持，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切
实提高“放心消费在吉林”品牌号召力。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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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老年
人出入境管理服务工作，推动解
决老年人运用智能信息技术遇
到的困难，自4月1日起，省公安
厅出入境管理部门实施 10 项便
利老年人办理出入境证件的新
举措，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
贴心、更便捷的出入境服务。

这10项新举措主要包括：建
立老年人办理证照“绿色通道”，
在全省出入境大厅设置老年人
扶助群体窗口，减少老年人等候
时间；便利老年人使用办证自助
设备，在自助填表、自助照相、咨
询问答、自助取证等辅助受理环
节，配备人工引导员，为老年人

提供咨询、指引等服
务和帮助，方便老年
人享有智能化服务；
简化老年人办证照
片采集流程，老年人
申办普通护照、往来
港澳通行证或往来
台湾通行证，可直接
复用 5 年内曾办理
过的出入境证件照

片或居民身份证照片，无需现场
重新拍照或提交照片；提供多种
证照费缴纳方式，出入境办证大
厅提供使用现金、银行卡、手机
支付等多种证照费缴纳选择，提
供现金支付转换手段，方便无手
机支付条件或无银行卡的老年
申请人缴纳办证费用；增加老年
人服务设施，在出入境服务大厅
各功能区醒目位置张贴“老年人
优先”标识牌；推行老年人容缺
受理服务，对少带、忘带亲属关
系证明等证明材料的老年人，推
行容缺受理服务，允许其在 3 个
工作日内由本人或委托他人代
为补交相关证明材料，以及对因

年代久远或出国（境）困难无法
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等证明材料
的，可改为以个人声明代替；改
善老年人网上办事体验，升级改
造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和“吉林
出入境”公众号，增加亲友代办
等适合老年人网上办事功能，开
通“一键预约”服务；开通政务服
务平台证件速递服务，移民局互
联网政务服务平台通过网站、移
民局APP、第三方平台等线上渠
道，为老年人等广大群众提供证
件速递、邮费支付、全程速递信
息查询等便民服务；提供登门办
（送）证服务，利用出入境政务服
务平台、“吉林出入境”公众号、
预约电话等渠道为行动不便、因
病卧床的老年人提供登门办证、
送证上门、证件速递等服务；提
供电话预约办证服务，有预约需
求但不熟悉网上办事流程、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可通过
拨打出入境咨询服务电话（12367
或0431-85611681），预约办理出
入境证件，引导老年人就近办
证。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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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老年人办理证件

国家卫健委等五部
门近日发文，将12个病种
纳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
瘤救治管理病种范围，并
鼓励各地在国家确定的
病种基础上，纳入本地区
多发、群众反映强烈的儿
童重大疾病。

据了解，这12个病种
包括脑胶质瘤、髓母细胞
瘤、颅咽管瘤、室管膜肿
瘤、恶性生殖细胞瘤、鼻
咽癌、甲状腺癌、胸膜肺

母细胞瘤、神经纤维瘤
病、朗格罕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以及免疫性溶
血性贫血。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
据新增病种诊疗需求和
病例登记信息数据等情
况，及时调整完善定点医
院和诊疗协作组，细化诊
疗规范和临床路径，完善
医疗保障政策，并做好病
例信息登记、全程管理和

随访。
儿童血液病、恶性肿

瘤病种多，治疗难度大，
部分病种诊疗过程涉及
多个学科或医疗机构，造
成治疗周期长、医疗费用
高、报销比例低、家庭负
担重。2019年，国家卫健
委等五部门首次将再生
障碍性贫血等 10 种主要
的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
病种纳入救治管理和保
障体系。 据（吉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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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公布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行
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自
2021年4月1日起施行。《条例》明确，
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采用建设方式
配置资产的，应当在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合格后及时办理资产交付手续，并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竣工财务决算，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各部门及其所
属单位对已交付但未办理竣工财务
决算的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国家统一
的会计制度确认资产价值。

小规模纳税人，税费优惠延续
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

于延续实施应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
政策的公告》。《公告》明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
复业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规定的税
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1
年12月31日。其中，自2021年4月
1日至2021 年12 月31 日，湖北省同
全国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
样，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
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
率征收增值税；适用3%预征率的预
缴增值税项目，减按1%预征率预缴
增值税。

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者注意！
不得随车提供驾驶劳务

交通运输部制定《小微型客车
租赁经营服务管理办法》，自2021年
4月1日起施行。《办法》明确，小微型
客车租赁经营者不得随车提供驾驶

劳务。机动车使用性质登记为租赁
的小微型客车不得擅自用于道路运
输经营。利用租赁小微型客车从事
道路运输经营的，应当先按照道路
运输经营相关管理规定办理行政许
可和机动车使用性质变更手续。

老年人，你的出入境证件办理
将更方便

国家移民管理局从2021年4月
1日起，实施6项便利老年人办理出
入境证件的新举措。①设置老年人
等需扶助群体窗口，老年人可不经
网上预约直接到出入境办证大厅窗
口办理业务；②便利老年人使用办
证自助设备，加强出入境办证大厅
自助设备人工引导服务；③60 岁
（含）以上老年人申办普通护照、往

来港澳通行证或往来台湾通行证，
可直接复用5年内曾办理过的出入
境证件照片或居民身份证照片；④
提供多种证照费缴纳方式；⑤升级
改造出入境政务服务平台，增加亲
友代办等适合老年人网上办事功
能，优化操作界面，增设大字体、大
按钮页面展示；⑥开通政务服务平
台证件速递服务，为老年人等广大
群众提供证件速递、邮费支付、全程
速递信息查询等便民服务。

这些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
基金补贴有调整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四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调整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补贴标准的通知》，自
2021年4月1日起施行。其中，14寸

及以上且25寸以下阴极射线管电视
机每台补贴40元，单桶洗衣机、脱水
机（3公斤<干衣量≤10公斤）每台补
贴25元，整体式空调器、分体式空调
器、一拖多空调器（含室外机和室内
机）（制冷量≤14000瓦）每台补贴100
元。

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再降低
20%

财政部印发《关于取消港口建
设费和调整民航发展基金有关政策
的公告》。《公告》明确，自 2021 年 4
月1日起，将航空公司应缴纳民航发
展基金的征收标准，在按照《财政部
关于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
的通知》降低50%的基础上，再降低
20%。 据（吉林日报）

四月起，这些新规将实施

近日，省教育厅下发
《关于全省普通高中相
关年级教学内容和考试
命题依据说明的通知》，
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部分实施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省份教学内
容和考试命题依据说明

的 通 知 》（ 教 基 厅 函
〔2020〕29 号）要求，明确
吉林省普通高中 2020 级
起的相关年级，从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普
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
但尚未进入高考综合改
革。

通知要求，从2020级
起，相关年级各学科教学
及高考命题均依据《普通
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数学高考
不分文理科。

据（吉林日报）

2020级起，我省高考数学不分文理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