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联邦安全

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 7 日在莫斯科

说， 有一系列迹象表明，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和“基地” 组织可能正

联合开展“地下活动” 。

据俄媒体报道， 博尔特尼科夫

在当天举行的俄情报、 安全及执法

机构负责人会议上说，俄怀疑“伊

斯兰国” 和“基地” 组织正利用相

同的信息网络， 以同类宣传手段联

合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招募追随者。

此外，“伊斯兰国” 和“基地” 组织

还使用各自成员为对方的行动队补

充人手。

据博尔特尼科夫介绍， 在一些

案例中，“基地” 组织与 “伊斯兰

国” 的下属分支组织利用相同的源

头和渠道获取钱财、 物资和技术资

源。

“俄情报和执法机构需特别注

意一些分散的极端主义团伙‘合并

壮大’ 并与恐怖组织积极联络的趋

势。 ” 博尔特尼科夫说。

博尔特尼科夫还指出， 今年以

来俄安全部门在本国 24 个地区共

发现约 70 个源自国际恐怖和极端

组织的基层团伙，其中有 38 个团伙

来自“伊斯兰国” 。有关部门还抓获

了 777 名参与恐怖活动者及协助

者，其中包括 36名团伙头目。

博尔特尼科夫说，在今年俄罗斯

世界杯足球赛期间，俄安全部门破获

了 7 个企图用无人机袭击外国球迷

的团伙。 他表示，俄必须针对无人机

使用问题尽快修订法规， 以防范、消

除借助无人机实施恐袭的威胁。

俄罗斯安全局透露：

据光明日报 长期以来， 哄抬

房价、“黑中介” 、捂盘惜售、未批先

售、虚假宣传等房地产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花样频出，侵害了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房地产市场

秩序，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为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进一

步加大房地产市场失信行为整治

力度，严厉查处违法行为，公开曝

光典型案例，推进建立联合惩戒机

制， 有力净化了房地产市场环境，

切实保护了购房者利益。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日发

布的《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信用信息

管理暂行办法 （网上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中，列举了住房保障方面、房地产

市场方面、住房公积金方面、建筑

市场和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等存在

的 101 种行为，情节严重或社会影

响较大的，将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对象名单。

根据《征求意见稿》，发布虚假

房源信息和广告的， 捂盘惜售或者

变相囤积房源的， 以捆绑搭售或者

附加条件等限定方式， 迫使购房人

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价格的将被列入

失信联合惩戒名单。另外，未取得商

品房预售许可证， 擅自预售商品房

也将被“拉黑” 惩戒。 《征求意见

稿》还明确提出，住房公积金领域

存在限制、阻挠、拒绝买受人使用住

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情节严重且拒

不整改的， 将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

对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

单的信用主体，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表示， 依法依规可以单独或联

合相关部门、组织、机构采取下列

特别惩戒措施包括行政性约束和

惩戒， 包括从严审核行政许可审

批项目， 从严控制生产许可证发

放，限制新增项目审批、核准，严

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限

制参与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实施市场和行业禁入措施， 及时

撤销荣誉称号等。 对有履行能力

但拒不履行法定义务的实施限制

高消费行为等措施。 引导商业银

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定价原则，

对其提高贷款利率和财产保险费

率， 或者限制向其提供贷款、保

荐、承销、保险等服务。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

表示，要通过多部门、多举措的合力

惩防，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信用联合惩戒机制。 同时，对于

房地产失信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并予以曝光。

截至目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已会同相关部门在 30 个重点城市

先行部署，重点打击投机炒房、房地

产“黑中介”等失信行为。排查化解

购房矛盾纠纷，集中曝光违法违规

典型案例，通报了两批共计 40家各

地查处的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

和中介机构名单。

“通过定期集中曝光违法违规

典型案例，形成震慑。 ” 该负责人

表示，今后，一方面要继续广泛发

动群众监督， 畅通群众举报投诉

渠道，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突出

的典型案例要挂牌督办， 及时公

布查处结果，回应社会关切，着力

构建房地产市场共治共管的局

面。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强化督查

问责机制， 对专项行动实施过程

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从

严惩处。

住建部进一步加大房地产市场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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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环百花湖小康路提等改造工程建设需

要， 位于观山湖区百花湖镇竹林村 （黄家山

脚、巴冲、乱坟山、喻家湾、坪子上、林家大土）

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述范围内坟墓

的坟主于 2018年 11月 23日前尽快到我单位

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墓迁移，逾期施工

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文光玉

联系电话：13985421958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百花湖镇竹林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八年十一月八日

据中新社消息 8 日在浙江乌

镇发布的两份报告指出，全球主要

国家 2020 年左右陆续实现 5G 商

用。 目前，中国已基本明确 5G目标

频段，正积极推动相关频率规划方

案出台。

11 月 7 日至 9 日，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行。 8日，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蓝皮

书发布，披露了目前世界和中国 5G

发展最新情况。

报告指出，2018 年 6 月，5G 第

一个版本 R15 正式完成，这意味着

5G 完成第一阶段标准化。 于此同

时，5G 第 2 个版本 R16 研发工作

启动。

第一个版本除了快速度、低延

迟、高可靠的特点外，主要还构建

了端到端的全新业务能力；第二个

版本除了增强移动宽带业务能力

外，将重点提升对垂直行业应用的

支持。

报告还指出，目前世界上主要

国家和地区都在大力支持 5G 发

展。 例如，欧盟对 5G的研发经费达

42亿欧元； 日本启动 5G 技术试验

并发布频谱规划等；韩国在 2018 年

平昌奥运会期间完成了 5G 预商用

试验。

中国 5G 情况发展如何呢？ 报

告称， 当前中国 5G 标准化工作取

得阶段性成果， 在大规模天线、先

进编码、新型多址、网络构架等 5G

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突破。

此外，中国也在加快 5G 研发，

构建了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

已经完成第二阶段技术方案验证

和第三阶段试验规范。

在 5G 频率方面，当前，全球主

要 国 家 的 频 谱 规 划 主 要 聚 焦

3.4-3.8GHz、26GHz、28GHz、39GHz。

中国已基本明确 5G目标频段，正积

极推动相关频率规划方案出台，

6GHz 以下相关频率已经用于技术

研发试验。

在两份报告发布会现场，中国

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杨树桢透露，

目前中国 4G 用户渗透率已进入世

界前五名。

报告数据显示， 中国 4G 网络

已经覆盖全国超过 98%的人口。 工

信部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9 月

底， 中国 4G用户总数达到 11.5 亿

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4.3%。

从全球来看，截至 2018 年 6 月

底， 全球有 208个国家和地区开通

4G网络，4G 用户数占比达到 38%，

已超过 2G用户数占比。

我国基本明确 5G目标频段

明确 5G目标频段

全球 5G商用在即

4G渗透率世界前五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8》正式发布

101种行为或受失信联合惩戒

■新闻速递

两大恐怖组织

或有联合行动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相关蓝皮书发布———

据中新社消息 英国工党影子

脱欧事务大臣凯尔·斯塔莫爵士 7

日表示， 工党将投票否决一切不包

含细节的脱欧协议。

英国最大的在野党工党领袖人

物之一斯塔莫在当日接受英国媒体

采访时表明，反对“盲目脱欧” ，对

首相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首次作

出否定表态。

斯塔莫表示， 现在处于脱欧谈

判的关键时刻，而这几个月特雷莎·

梅政府在脱欧谈判上陷入僵局，预

示着英国将持续面对未来的不确定

性、 以及与欧盟接连不断谈判的糟

糕前景。“政府的分歧和拖延，意味

着没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来讨论未

来该何去何从。 ”“无论人们投票离

开还是留下， 没有人投票给炼狱般

的无止境的谈判。 ”

斯塔莫认为， 谈判的不断推迟

甚至取消， 特别是在关于爱尔兰边

界问题上停滞不前， 意味着关于英

国与欧盟未来关系的设定没有任何

进展。在此情况下盲目脱欧，将延长

和加剧英国商业的不确定性， 无法

保障英国就业、 经济和公民权利等

问题。

斯塔莫表态称， 如果政府最终

没有兑现承诺， 那工党将不会支持

所谓的脱欧协议。

此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与英

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向

英国议会承诺，将提交出详细、精确

和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脱欧协议。

英工党将投票

反对“盲目脱欧”

我国打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

提出了饮用水源保护等 5 方面主要任务

据新华社电 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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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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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