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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长
应特朗普要求辞职
“通俄”
调查再起波澜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
7 日表示，他在总统特朗普要求
下辞职。在美国中期选举选战最
后阶段“消声”的“通俄”调查
再起波澜，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塞申斯在递交白宫的辞呈中
表示，他按照特朗普的要求辞去
司法部长职务。特朗普当天在社
交媒体上宣布，他指定塞申斯的
办公室主任马修·惠特克出任代
理司法部长，之后将正式提名继
任司法部长人选。按照相关规
定，惠特克可履行代理司法部长
职务 210 天。
惠 特 克 现 年 49 岁 ， 共 和 党
人，曾出任艾奥瓦州南区联邦检
察官，2017 年担任塞申斯的办公
室主任，当年曾在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发表评论，警告米勒调查
“已经危险地接近跨过红线”，罗
森斯坦应该命令米勒停止调查特
朗普集团与大选无关的金融业
务。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领袖舒
默和佩洛西 7 日呼吁，鉴于惠特
克的相关言论，他应回避“通
俄”调查。
塞申斯是 2016 年大选期间最
早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的共和党
联邦参议员，在特朗普胜选不久
后即获司法部长提名。2017 年 3
月，塞申斯被美国媒体曝出曾在
大选期间会见时任俄罗斯驻美大
使，随即主动选择回避关于俄罗
斯涉嫌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而
由罗森斯坦负责监管。当年 5
月，罗森斯坦任命前联邦调查局
局长罗伯特·米勒为特别检察官
主持“通俄”调查。一年多来，
特朗普对塞申斯回避调查屡次公
开表示不满，并强烈指责米勒调
查是一场政治“猎巫”
。

俄计划用机器人系统
管理未来月球基地
据新华社消息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罗戈津
近日表示，俄罗斯未来的月球基
地将主要通过机器人系统管理。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 6 日援引
罗戈津的话说，俄罗斯计划在月
球建立一个长期基地，这里可定
期接待访问，不需要人员长期驻
扎。该基地的日常运行主要通过
遥控机器人系统来管理，并通过
机器人在月球表面执行任务。
今年 3 月，俄航天集团宣
布 ， 计 划 两 年 内 发 射 “ 月 球 25
号”探测器，重启俄罗斯中止了
40 余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罗戈津表示，俄罗斯的月球
探测计划将比上世纪美国的探月
计划更加宏大且更具开发价值。
但他没有指出俄方何时将建成这
一月球基地，也未详细介绍上述
月球机器人系统如何运转。
罗戈津此前接受俄媒体采访
时说，月球基地建成后可进行飞
船零部件制造工作，可直接在月
球进行俄航天器的维修。俄航天
集团正在计划实施一项研究，试
图利用月球矿物和月壤中的元
素，通过 3D 打印技术生产飞船
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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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打响
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据新华社消息
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日前联合印
发 《农 业 农 村 污 染 治 理 攻 坚 战 行 动 计
划》，提出加快解决农业农村突出环境问
题，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行动计划提出，通过三年攻坚，乡村
绿色发展加快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明显好
转，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体制机制基本
形成，农业农村环境监管明显加强，农村
居民参与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显著增强。到 2020 年，实现“一保两
治三减四提升”：“一保”，即保护农村饮
用水水源，农村饮水安全更有保障；“两
治”，即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实现
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三减”，即减少
化肥、农药使用量和农业用水总量；“四
提升”，即提升主要由农业面源污染造成
的超标水体水质、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环境监管能力和农村居民参与度。
行动计划提出了 5 方面主要任务：
一是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加快
农村饮用水水源调查评估和保护区划定，

加强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开展农村饮用
水水源环境风险排查整治。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污水治
理。加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力度，梯次推
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保障农村污染治理
设施长效运行。
三是着力解决养殖业污染。推进养殖
生产清洁化和产业模式生态化，加强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严格畜禽规模养殖环境
监管，加强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和水生生态
保护。
四是有效防控种植业污染。持续推进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加强秸秆、农膜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大力推进种植产业模式
生态化，实施耕地分类管理，开展涉镉等
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
五是提升农业农村环境监管能力。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监管执法。
为确保完成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的目标
任务，行动计划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
完善经济政策，加强村民自治，培育市场
主体，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监督工作。

山西运城出现平流雾景观
11 月 8 日，山西运城市区出现平流雾景观，城市建筑在雾中若隐若现 （无人机
拍摄）。
新华社 发

重庆出台36项措施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据新华社消息
为切实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促进制
造业平稳有序发展，重庆市政府近日印发
《重庆市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若干政策措
施》，涵盖优化供地降低成本、科学降低
社保成本、有效降低运输成本、落实税收
优惠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智能
化改造升级等十大方面，36 条具体举措。
具体来看，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重
庆将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
式，鼓励银行推广科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

用贷款，积极参与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
试点；支持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条件下，
开发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产品；还将加强
资本市场辅导，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对
重点培育企业拟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给予累计最高 200 万元的奖励。
在合理降低能源成本方面，重庆将加
大市场化电力交易力度，进一步放开直接
交易门槛，全市大工业用户均可参加电力
直接交易，2020 年逐步扩大到一般工商业
用户；相关部门还将推进落实降低运输成
本，减免部分车辆通行费用。

河北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
兼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从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河北
省各级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年底前须
在本辖区确定至少一所中小学担任其兼职
法治副校长。
据悉，兼职法治副校长需与当地教育
主管部门和学校建立动态沟通联系机制，
定期深入学校了解校园治安状况和师生法
律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宣传与辅
导，普及法律常识，加强警示教育。通过

兼职工作，教育引导中小学生学法懂法用
法，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崇尚者、遵守者和
捍卫者。自 2019 年起，每名法治副校长每
年至少应在兼职学校授课一次，每次辅导
一小时左右。
“坚持法治教育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
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把全民普法和守法
作为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相关
负责人表示，兼职法治副校长制度是河北
检方推进“谁执法谁普法”的积极尝试。

江西公布网络交易
违法十起典型案例
据新华社消息
日前，江西公布网络交易违法十起典型
案例，涉及网络刷单炒信、虚假宣传、虚假
违法广告等多个方面。有关部门以此警示网
络市场主体守信合法合规经营，并提醒广大
网络消费者理性消费。
记者注意到，排在前面的是两起网络刷
单炒信案。据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介绍，刷单炒信即网络市场主体通过虚假
交易，对服务、商品做虚假宣传，在本质上
属于商业欺诈。其中，萍乡一家网络科技公
司利用 QQ 群组织刷单炒信，涉及商品金额达
196.165 万元，被处罚款 6 万元；上饶某实业
有限公司采用刷手假拍、发空包的方式累计
刷单 233 笔，被处罚款 4 万元。
另有五家企业因存在虚假宣传行为或虚
假违法广告被处罚。其中，九江市一家金融
服务公司多次在其开设的网站、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年化约 18％，投资冠军新体验”“你
的最佳理财选择”等内容的广告，因违反广
告法被处罚款 20 万元。
此外，本次江西公布的违法十起典型案
例还包括网络传销案、不正当有奖销售
案、利用合同格式条款排除消费者权利案
各 1 起。
自今年 6 月起，江西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开
展 2018 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
已督促网络交易平台删除违法商品信息 605
条、责令整改网站 241 个 （次）、提请关闭网
站 16 个 （次）、责令停止平台服务的网店 14
个 （次）、办结网络市场违法案件 255 件。

天津打造“夜津城”
据新华社消息
为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促进夜间市
场繁荣，推进消费升级，激发城市活力，本
月印发的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打造
“夜津城”，将建 6 个市级和一批区级夜间经济
示范街区。
天津市提出，按照提升改造夜间街区、
策划形成亮点活动、创新推广新型业态的思
路，在 2019 年底前打造形成 6 个市级夜间经
济示范街区，经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全市发展
形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形成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
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记者了解到，这 6 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分别为，以海河景观带为轴线，打造意式
风情街、津湾广场、运河新天地 3 个精品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以展现历史风貌为主题，打
造五大道商旅体验型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打
造时代奥城、人民公园周边 2 个体现城市活力
的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此外，依托特色餐饮街、美食街、品牌
餐饮店、体育场馆、图书馆、博物馆、电影
院、公园、演艺游乐场等区域或载体，天津
还将打造一批区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通过
努力，各区至少形成 1 个区内有影响、特色鲜
明的夜间经济集聚区。
为了建设好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天津市
明确表示，晚 20 至 24 时放宽相关摆卖管制，
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市
政环卫等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
序等前提下，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配
套进行规范充实；允许沿街商户利用街面开
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进一步优化夜间经济
街区附近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加密夜间运行
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