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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事业单位领导人
员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
定》），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管理规定》根据中央关于分类推进
事业单位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的新精神新要求，对事业单位领导人员

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作出规定，
是新时期做好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工
作的基本遵循。

《管理规定》的印发实施，对于健全
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选拔任用机制和管理
监督机制，建设一支符合好干部标准的
高素质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推动公
益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管理规定》中明确提到，事业单位

领导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资格第一条便
是“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
度”。

同时，《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指出，
实行事业单位领导人员辞职制度。辞职
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

令辞职。辞职程序参照有关规定执行。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

抓好《管理规定》的学习培训和贯彻
落实。重视加强事业单位领导班子
建设，严格标准条件，规范选拔任用，
从严管理监督，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施
展才干创造条件。抓紧研究出台符

合中央精神、体现行业特点、切合自
身实际的具体管理办法或者实施细
则，进一步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
革，建立健全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
系。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检查，严明
工作责任，依法依规管理，确保中央
精神在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得到有效
贯彻落实。

中办印发《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基本资格为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据新华社杭州6月2日专电（记者周竟）浙江
宁波一位小伙杨某因托人从国外低价代购奢侈品
箱包转手在宁波高价卖出，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认定偷税35万元，以“走私普通货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2年。

据了解，杨某在宁波市区开有一家箱包店，主
营国外奢侈品品牌。不过杨某的箱包来源于“海
淘”——他常年雇人在国外代购一线大牌的新款，

“买手们”通过随身携带的方式，选择无申报通道
将货物走私入境，或者以邮寄的方式送至杨某处。

经查，2011年8月至2013年5月，杨某走私
进口手提包等货物共计290件，经宁波海关关税
部门核定，完税价格共计120万元，偷逃应缴税额
达35万元。

今年2月，杨某被宁波市检察院起诉到宁波中
院。杨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缓刑2年，并处
罚金55万元。此外，他违法所得的35万元也被依
法追缴。

托人代购奢侈品偷税35万元

浙江一“海淘”店主
被判走私罪

新华社郑州6月2日专电（记者甘泉）河南
省纪委2日消息，许昌市副市长张海涛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外，安阳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安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王春安
也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河南许昌市副市长

张海涛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石家庄6月2日专电（记者齐雷杰）
河北省纪委监察厅2日发布消息称，河北邢台市
宁晋县委书记李江山（副厅级）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承德市围场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封志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
受组织调查。

另据了解，承德市滦平县副县长乔合因严重
违纪被立案审查，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

河北宁晋县委书记

李江山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社北京6月2日专电（记者熊琳）2日，
“大屯路隧道飙车案”二被告人唐问天、于沐椿被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依法交付执行。至此，这起备
受关注的飙车案尘埃落定。

5月21日，朝阳区法院对唐问天、于沐椿危
险驾驶一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经过一个小时
的庭审，法庭当庭作出判决，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唐
问天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于沐椿拘
役四个月、并处罚金八千元。当日，朝阳区法院即
将判决书依法送达唐问天、于沐椿二人及提起公
诉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在法定期限内，唐问天、于沐椿均未提出上
诉，公诉机关亦未提出抗诉，故该案一审判决于6
月2日正式生效。

“大屯路隧道飙车案”追踪

二被告人被收监执行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世界上不少国家或城市都有各自的禁烟令。

美国：各州限烟不相同

纽约市是全美控烟力度最大也是最先锋的城市之一。2003年，纽约
开始禁止在户外儿童游乐场禁烟；同时在所有餐馆、酒吧、剧院、商场和办
公大楼等公共场所内禁烟；2011年5月开始禁止在公园、海滩、广场、码头、
高尔夫球场和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吸烟，违反者将被罚款。

新华社驻纽约记者李大玖介绍说，禁烟主要靠自律和周围人敦促，户
外禁烟只有纽约市公园管理局的200名巡逻人员有权对违禁者罚款。

美国的禁烟条例则因不同的州和地区而有所不同。拉斯维加斯，这座
人类“欲望都市”也跟风全面推行了在公共场合禁烟的规定。在拉斯维加
斯街头，禁止吸烟的标志随处可见。不过，实际情况是，这座靠博彩和娱乐
业生存的城市还得有一些“变通之法”：在赌场、某些特定的酒吧和夜总会
中，吸烟是被允许的。

荷兰：吸烟违法罚款高

荷兰是欧洲最大的香烟生产国，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国际公司在荷兰的
工厂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不过，荷兰2008年7月宣布在酒吧、餐馆、咖啡馆等公共场所实施禁烟
令。根据禁烟令，任何人在上述场所吸食用烟草卷制的物品都是违法行为，
但不包括纯大麻或大麻制品。违反禁烟令的公民将被处以300欧元（1英镑
约合9.4元人民币）到24欧元不等的罚款。

日本：抽烟请到屋里来

在不少国家，烟民通常听到的提示是“请您到外面抽烟”，而在日本却
是“请您进屋里来抽”。

中央政府部门集中的东京都千代田区2002年制定了日本首个《禁止
街头吸烟条例》，并有专人定期巡回监督。如果在街头禁烟地区吸烟，或者
不听从劝告吸烟，将被处以2万日元以下的罚款。这之后，日本许多地方
都制定了类似的条例。

在日本，关于禁烟的法律就有十几部。其中，日本《未成年人吸烟禁止
法》规定：20岁以下不许吸烟。因此，买烟时必须出示身份证。

日本各地还设有自动售烟机，为防止不到法定年龄者买烟，买烟者必
须出示表明身份的特制卡，经机器识别确认年龄后，才能购买。

日本法律还规定，如果亲属、监护人以及售烟者向未成年人提供或销售
烟草，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若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及有关器具者，将受到
50万日元（约合2.5万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此外，日本各地方政府，如千代田区还颁布了所辖地区禁烟规则：如果
有人在该地区路上吸烟、扔烟头等，将受到最低2000日元的罚款。

不过，日本还没有实行在公共场所强制禁烟。考虑到二手烟的危害，除了
设置禁止吸烟的标志外，日本还在娱乐场所、医院、百货商店、酒店、银行、车站
和电车内或地铁内设立独立的吸烟区，并警告非吸烟者，特别是孕妇和儿童不
要入内。

英国：吸烟禁区特别多

2007年7月1日生效的英国的《健康法》规定，全英国都禁止在任何室
内工作场所、公共建筑物内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

办公大楼内不但需要在显眼位置张贴禁止吸烟的标志，同时禁止设立
员工抽烟区，抽烟人士必须在大楼外面抽。英国的长途列车也完全禁烟，
不允许设立任何吸烟区。

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张家伟介绍说，如果在室内工作场所吸烟，个人最
高可被罚款200英镑。对于雇主来说，如果他们不阻止员工在工作场所吸
烟，最高可被罚款2500英镑，如果没有按照规定张贴禁烟标志，也会最高
被罚款1000英镑。

英国政府还指派了相关人士专门负责监管禁烟实施，他们被称为“环
境健康官员”。

总体来说，这种监管措施在办公楼等场所还实施的比较到位，至于酒
吧、俱乐部等夜店场所，出现违规行为的几率就比较大。

综合新华社电 被称为“史上最严
禁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6
月1日施行。

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
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
烟，包括幼儿园、中小学校、文物保护
单位、体育场、儿童医院在内的室外区
域也禁止吸烟。

据介绍，北京市会在控烟条例实
施后的3个月内进行集中执法。违反
条例将被处以个人最高200元人民
币、单位最高1万元的罚款。市民看
到违反条例的情况，可拨打12320热
线进行投诉。

6月1日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关闭 3 座航站楼的原有吸烟室，并
安装卫生间烟感器、楼梯间摄像头，
吸烟区被设置在航站楼之外。全市
600 多处公交场站设置露天吸烟
区，远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

通道。地铁车站和车厢内全部禁
烟，车站入口、站厅、站台、卫生间等
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饭店和景
区安排“控烟巡查员”，对随处吸烟
的游客进行劝阻和监督。

据统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
制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吸烟人
数超过3亿，全国成人中28.1％吸烟，
每年超过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
病，相当于每天接近3000人。此外，
超过7亿人经常接触二手烟，二手烟
每年导致约10万人死亡。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领导干部带
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
知》，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模范
遵守公共场所禁烟规定。2014年11
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国家级的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
并公开征求意见。

北京施行“最严禁烟令”
违例单位最高罚款1万元，违例个人最高罚款200元

他山之石我国各大医院戒烟门诊遇冷

戒烟到底有多难？
各国控烟 各有狠招新华社新媒体专电（记者帅才）5月31日是第28个世界无烟日，主题为“无烟生活”。现实中，真正的无烟生活离

人们有多远？这是许多人受到二手烟侵害和困扰的时候，不禁想问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与商店、超市烟草销售的
火爆场面相比，各大医院的戒烟门诊显得尤为冷清。

“我国吸烟者普遍戒烟意愿不高，
加上戒烟药物目前为全自费，一个疗
程3个月，费用在960至1700元。”李
建民说，费用较高也是很多烟民不选
择或难以坚持药物辅助戒烟的原因之
一。“很多人听说一个疗程要上千元，
而且要持续多个疗程，就放弃了。”李
建民说。

“戒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我
已经试过上千次了。”这句有调侃意味
的话道出了很多吸烟者的心声，其中
也包含了不少戒烟者的彷徨与无奈。

专家指出，戒烟初始几天，人的生
理和心理会有过去吸烟形成的“习惯”
而产生渴望吸烟的强烈“欲望”，有心
神不宁、手足无措感，这主要是尼古丁

的“成瘾性”所致。大约一周后，这种
“欲望”会减轻。戒烟时间一长，也就
养成了不吸烟的习惯，甚至会厌恶烟
草的味道。

李建民等专家指出，一般情况下，
凭个人毅力戒烟的成功率仅为3％－
5％，而在专业戒烟治疗下，戒烟成功
率会成倍增加。然而，由于戒烟药物
目前需要患者自费，没有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很多戒烟人士不愿选择药物
辅助戒烟，也不愿持续参加戒烟治疗。

个人戒烟成功率不到5%

专家指出，要彻底摆脱烟草依赖，
达到戒烟的目的，可以采取四疗法：

第一、制定戒烟计划，转移注意
力。戒烟并不简单，尽管很多人持续
努力，仍有可能遭遇失败。只有制订
切实可行的戒烟计划，为自己设立一
些可操作的目标，如定期的体育锻炼、
与朋友看电影等，才可缓解戒烟时出
现的焦虑、不安等戒断症状。

第二、摆脱吸烟环境，向“人情烟”

说不。专家研究发现，与家人和朋友
“扎堆”戒烟，相互影响的积极作用非
常明显。家人的支持和朋友的鼓励会
极大地提高戒烟者的意志力和行动
力。所以，准备戒烟的时候请认真地
告诉家人和朋友，“我戒烟需要你们的
帮助，请不要给我递烟或劝我吸烟。”

第三、使用尼古丁代替疗法。尼古
丁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并会反
复发作。到正规医院的戒烟专科请专

家量身定制适合自己的戒烟计划，使用
药物进行治疗是较为有效的戒烟方法。

李建民介绍，目前国际上常用的
戒烟药物包括5种尼古丁替代疗法的
戒烟药和2种非尼古丁类戒烟药。

第四、警惕危险的“前四周”。专
家认为，在开始戒烟的头四周内，戒烟
者极易产生心理上的烦躁易怒和生理
上的不适等问题。如果已经戒烟略有
小成，很多人也容易放松警惕而复
吸。因此戒烟者尤其需要注意在前四
周内，及时排除吸烟的想法，并坚定拒
绝朋友递来的香烟。

专家总结戒烟四疗法

“因为抽烟已经流掉3个宝宝。”
28岁的小尹有13年烟龄，最多时每天
要抽两三包烟。多年来，她由于吸烟
导致胎儿宫内发育停滞，不得不先后3
次终止妊娠。

5年前，她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戒
烟，终于顺利怀孕生下一个女儿，却在
女儿1岁多时忍不住复吸。现在，准备
生育二胎的她预备再次戒烟，“戒烟的

时候，每当看到周围人吸烟，心里像猫
抓一样，好难受。”小尹说。

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
医师王志平负责医院的戒烟心理咨
询，他告诉记者，吸烟成瘾属于烟草依
赖。吸烟者停止或减少吸烟量后，会
出现焦虑、抑郁、头痛、睡眠障碍等戒
断症状。戒断症状在戒烟最初14天
内表现最为强烈，之后逐渐减轻，让人

遗憾的是，大部分人只能坚持一周左
右不吸烟。

与商店、超市内香烟销售火爆相比，
医院的戒烟门诊遭受冷遇。记者从湖南
各大医院戒烟门诊了解到，每年来专业
门诊接受戒烟咨询和治疗的不足百人。

湖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
医师、戒烟门诊医生李建民告诉记者，
来医院看戒烟门诊的人数屈指可数，
每年世界无烟日宣传后，就诊人数会
出现“过山车”现象，先是咨询人数迅
速上升，随后又快速回落。

戒烟如“百爪挠心”

6月1日，人们观看国家体育场“鸟巢”悬挂的巨幅禁烟标志。 新华社发（郭海鹏 摄）

6月1日，“最严禁
烟令”实施首日，北京一
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将烟
灰缸全部砸碎。
新华社发（陈健男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2日电（记者王茜）公安
部禁毒局2日对外通报，福建公安禁毒、海警、边
防部门与台湾执法部门开展合作，于近期成功侦
破一起特大海上走私毒品案。

据介绍，此次两岸联手，在福建晋江市新塘镇
缴获准备从海上走私出境的冰毒1.36吨，抓获犯
罪嫌疑人12名，查扣运毒车2部，在石狮市近海
查获橡皮艇2艘。该案是2014年以来中国缴获
毒品数量最多的案件。

2013年9月，公安部禁毒局指挥协调相关部门
与台执法部门联手合作，侦破“笙宏号货轮”特大海
上走私毒品案，当场缴获氯胺酮600公斤。案件侦
破后，两岸执法部门继续对与该案相关的嫌疑对象
开展调查，摸清龚某团伙拟将毒品从陆路运输至福
建石狮，在沿海接驳毒品至快艇走私至境外。

今年3月17日晚至18日凌晨，公安部禁毒局
协调福建省公安部门，在陆地、海上同时采取行
动，对团伙实施收网。

两岸联手侦破
特大走私毒品案
缴获冰毒1.36吨

北京商家
破“缸”禁烟

6月2日，在江苏扬州街头，人们冒雨骑车
出行。当日，中央气象台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
色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江苏东南
部、上海、江西中北部、浙江、安徽南部、湖北东
南部、湖南中北部、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
大雨或暴雨。 新华社发（孟德龙 摄）

南方遭遇强降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