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保险行业
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实施

记者从银保监会获悉

中国保险行业首个国家标准《保险术语（GB/
T 36687-2018）》日前正式实施

该标准共收纳817项保险专业术语

是我国保险行业各类标准的基础标准

据了解，保险术语包括

基础术语
保险产品术语
投保和承保术语
保险合同管理术语
赔偿和给付术语

市场和营销术语
保险中介术语
精算术语
再保险术语
保险组织和监管术语等

基本已囊括中国保险业所有领域的
基本术语，是保险行业内部沟通和外部
交流的规范性、通用性语言

我国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保
险市场，社会公众保险知识普及和保险相关联
行业都需要国家级的术语标准的规范和指导

国家标准保险术语项目组负责人表示国家标准保险术语项目组负责人表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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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关于废止、宣布失效和修改部分党
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日前发
布。《决定》的发布，标志着2018年11

月部署开展的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圆满完成。

中央决定，对纳入清理范围的中央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废止54件，宣

布失效56件，修改8件，同时，对14件
涉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中央党内法规
作出一揽子修改。这次集中清理对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维护党内法规和党的政
策的统一性权威性，加快构建完善的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要求，凡废止和宣布失效的

法规文件，自决定发布之日起一律停
止执行。对决定修改的法规文件，有
关中央和国家机关要抓紧推进修改工
作，确保优质高效完成修改任务。

中共中央完成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熊
丰）经中央批准，4月1日至10日，中
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完成对天津、吉林、
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
州、云南、新疆等11个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进驻工作，中央扫
黑除恶第二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

中央各督导组在被督导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别召开督
导工作动员会，传达学习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中央各督导组

组长就即将开展的督导工作提出要
求，被督导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
志作表态讲话。

中央各督导组在督导动员会上
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
到“两个维护”，充分发挥中央督导

“利剑”威力，紧督依法严打、紧督
“打伞破网”、紧督“打财断血”、紧督
责任担当，推动扫黑除恶再掀新一
轮强大攻势。

中央各督导组提出，要聚焦政治
站位，推动各地强化担当、压实责任，
以有力的行动将党中央决策部署落
到实处；要聚焦案件办理，推动各地
严格把握法律政策，坚持依法办案，
攻坚侦办一批大要案件，深挖彻查

“保护伞”，坚决摧毁黑恶势力经济基
础；要聚焦综合施策，推动各地将综
合治理、源头治理放在重要位置来
抓，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
以专项斗争为牵引，推动各地各有关
部门立足“稳”这个大局，切实维护好

一方平安稳定。
据了解，11个中央督导组组长由

正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副组长由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副省部级领导干部担任，成员从相
关单位抽调。督导组将在被督导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1
个月。此前，全国扫黑办已通过媒体、
网络公布了各督导组的举报电话、邮
箱和信箱，受理该地方涉黑涉恶方面
问题的举报和反映。

为组织开展好第二轮、第三轮督

导工作，3月27日，中央扫黑除恶第
二轮、第三轮督导工作培训班在京举
行，中央政法委负责人作动员培训，全
国扫黑办负责人就督导工作作具体部
署。参加第一轮督导的4位督导组组
长介绍了督导经验。

据悉，中央扫黑除恶第二轮督导
工作从4月开始，第三轮督导工作从6
月开始，5月份将对第一轮督导的省
（区、市）进行回头看。2019年上半
年，中央扫黑除恶督导工作将基本实
现全覆盖。

中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轮督导工作全面启动

商务部：

自贸试验区新一批
改革试点经验将适时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于佳欣）记者
11日从商务部获悉，目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新一批
改革试点经验已经梳理形成，并将适时对外发布。

我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贸试
验区于2013年9月正式挂牌；2015年，广东、天
津、福建自贸试验区相继挂牌；2017年，包括陕
西、四川等在内的第三批7个自贸试验区设立；
2018年，海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间，我国自贸
试验区从1个扩展到12个。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介绍，近年来，自贸试
验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累计形成153项改
革试点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已成立2年。高峰
说，自设立来，已形成若干改革试点经验，并在全
国复制推广。比如，辽宁自贸试验区围绕建设东
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开展创新试点，复制推广了

“‘保税混矿’监管”新模式；浙江自贸试验区围绕
以油品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自由化和贸易便利
化开展探索，复制推广了“保税燃料油企业信用监
管”新模式等政策措施。

他表示，商务部将推动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目前，已梳理形成新一批改革试点经验，
将适时对外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数据，3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
上涨2.3%。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1.8%。

3月份，构成CPI的八大类商品
和服务价格同比均有所上涨。当月，
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3.5%，影响
CPI上涨约1.04个百分点。其中，鲜
菜价格上涨16.2%，鲜果价格上涨
7.7%，畜肉类价格上涨4.7%（猪肉价
格上涨5.1%），禽肉类价格上涨4%，
粮食价格上涨0.4%，鸡蛋价格下降
4.1%，水产品价格下降3%。

其他七大类价格方面，医疗保
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2.7%、2.4%和2.1%，衣着、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和
1.9%，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
价格分别上涨1.2%和0.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流通消费价
格处处长董雅秀分析，春季是蔬菜
上市的淡季，加之受多地低温阴雨
天气影响，3月份鲜菜价格上涨较
快，同比上涨 16.2%；猪肉价格上
涨5.1%，为同比连降 25个月后首
次转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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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纠正妨碍适龄儿童少年
接受义务教育行为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施雨岑）教
育部11日发布《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
定》，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进一步加强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工作，于2019年上半年尽快部署
开展一次全面排查，对机构或个人违法违规导致
适龄儿童、少年未接受义务教育的行为坚决予以
纠正，依法依规严厉查处问责，切实保障适龄儿
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规定明确，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违法招收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开展全日制培训，替代实
施义务教育；不得有违反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训内容，不得以“国学”为名，传
授“三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粕，不得
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
定监护人要切实履行监护人职责，除送入依法实
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或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
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相关社会组织外，不得以其
他方式组织学习替代接受义务教育。

2.3%3月份CPI
同比上涨

4月11日，在河北省衡水市新苑小学，学生在
进行陶艺创意制作。

近年来，学校根据学生们的兴趣爱好和特长，
组建了国画、围棋、书法、陶艺、足球、轮滑等50多
个社团，配备专业辅导老师，每周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 摄

多彩社团打造魅力校园

新华社西安4月11日电 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11日在汉中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上诉人张
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一案
并当庭宣判，裁定驳回张扣扣的上
诉，维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死刑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明，上诉人张扣扣家与被害人王自新
家系邻居。1996年8月27日，因邻
里纠纷，王自新三子王正军（时年17

岁）故意伤害致张扣扣之母汪秀萍死
亡。同年12月5日，王正军被陕西省
汉中市原南郑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赔偿张扣扣
之父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已履
行）。此后，两家未发生新的冲突，但
张扣扣对其母亲被伤害致死心怀怨
恨，加之工作、生活长期不如意，心理
逐渐失衡。2018年春节前，张扣扣
发现王正军回家过年，产生报复杀人
之念，遂准备了单刃刀、汽油燃烧瓶、
玩具手枪、帽子、口罩等作案工具，并

暗中观察王正军及其家人的行踪，伺
机作案。2018年2月15日（农历除
夕）12时许，张扣扣发现王正军与其
兄王校军等十余人上山祭祖，便戴
上帽子、口罩等进行伪装，携带单刃
刀、玩具手枪尾随至汉中市南郑区
新集镇原三门村村委会门口守候。
待王正军、王校军祭祖返回村委会
门口村道时，张扣扣持刀朝王正军
颈部、胸腹部等处割、刺数下，又朝
王校军胸腹部捅刺数刀，之后返回
对王正军再次捅刺数刀，当场将二

人杀死。张扣扣随后闯入王自新家
院子，持刀朝王自新胸腹部、颈部等
处捅刺数下，将其杀死。张扣扣回
家取来菜刀、汽油燃烧瓶，将王校军
家用小轿车左后车窗玻璃砍碎，并
用汽油燃烧瓶将车点燃，致该车严
重受损，毁损价值32142 元。张扣
扣随即逃离现场。2月17日7时许，
张扣扣到公安机关投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
诉人张扣扣蓄意报复，非法剥夺他
人生命，致三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
故意杀人罪。张扣扣故意焚烧他人
车辆，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其行
为又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张扣扣
因对 1996 年其母被本案被害人之
一王正军伤害致死而长期心怀怨
恨，加之工作、生活不如意，继而迁
怒于王正军及其家人，选择在除夕
之日报复杀人，持刀连续杀死王正
军、王校军、王自新，且犯罪过程中
有追杀王校军和二次加害王正军的
情节，杀人犯意坚决，犯罪手段特别
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和罪行极
其严重，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
极大；张扣扣杀人后为泄愤又使用自
制汽油燃烧瓶焚烧王校军家用小轿
车，造成财物损失数额巨大，均应依法
惩处。对张扣扣所犯数罪，应依法并
罚。张扣扣虽有自首情节，但根据其
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
害程度，依法不对其从轻处罚。对陕
西省人民检察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的意见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
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故依法
作出上述裁定。

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案二审宣判
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4月11日，被告人张扣扣（前）在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现场。 新华社发

最高检、团中央：

构建未成年人
检察社会支持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
丁小溪）记者1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最高检、共青团中央近期在北京
市海淀区等40个地区启动未成年人
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试点，共同促
进涉案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全面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据介绍，最高检、团中央2018年
2月共同签署了《关于构建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合作框架协
议》，在完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加强
青少年法治宣传和犯罪预防、强化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探索工作机
制。其中，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检察

“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格局中，着
力实现专业化办案与社会化保护配合
衔接；共青团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
动员社会力量给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方面的支持。

“未成年人检察突出强调遵循儿
童利益最大化的理念，关注未成年人
的成长和发展，以帮助涉案未成年人
脱离困境、回归社会为基本任务，这决
定了除了要履行一般的司法专业职能
外，还要主动承担教育、矫正、预防、维
权等特殊功能。”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
长史卫忠说。

他表示，检察机关要与共青团组
织密切沟通配合，发挥各自优势，研
究探索建设未检社会支持体系的路
径和机制，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
实现未成年人案件专业化办案与社
会化保护无缝衔接。同时，注重研究
制定社会支持体系相关工作规范，推
动专业力量培训培育机制，提升服务
能力和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