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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 记者
9日从全国扫黑办获悉，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司法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
“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
意见，明确依法惩处采用“软暴
力”实施的犯罪。

意见指出，“软暴力”是指行
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
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场所进行滋
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足
以使他人产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

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限制人
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
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的违
法犯罪手段。

根据意见，“软暴力”违法犯
罪手段通常的表现形式有：侵犯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手
段，包括但不限于跟踪贴靠、扬言
传播疾病、揭发隐私、恶意举报、
诬告陷害、破坏、霸占财物等；扰
乱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营秩
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非法侵入

他人住宅、破坏生活设施、设置生
活障碍、贴报喷字、拉挂横幅、燃
放鞭炮、播放哀乐、摆放花圈、泼
洒污物、断水断电、堵门阻工，以
及通过驱赶从业人员、派驻人员据
守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厂房、
办公区、经营场所等；扰乱社会秩
序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摆场架势
示威、聚众哄闹滋扰、拦路闹事
等；其他符合意见规定的“软暴
力”手段。

意见指出，为强索不受法律保

护的债务或者因其他非法目的，
雇佣、指使他人采用“软暴力”
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构成
非法拘禁罪，或者非法侵入他人
住宅、寻衅滋事，构成非法侵入
住宅罪、寻衅滋事罪的，对雇佣
者、指使者，一般应当以共同犯
罪中的主犯论处；因本人及近亲
属合法债务、婚恋、家庭、邻里
纠纷等民间矛盾而雇佣、指使，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作
为犯罪处理，但经有关部门批评

制止或者处理处罚后仍继续实施
的除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
雷表示，意见及时有力回应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中的打击重点、难
点，为“软暴力”刑事案件的处置
提供了精准、细密的工具清单，同
时也坚持了法治底线，在界定“软
暴力”的法律性质、表现形式等方
面，实现了“打早打小”的防治策
略与“打准打实”的司法策略之间
的有机结合。

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扰乱他人生活经营秩序为“软暴力”犯罪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探
索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
具、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
度、细化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
度管理……中办、国办日前印发
《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其中关于中小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提出多项实
质性的硬举措。

意见提出，进一步落实普惠
金融定向降准政策。加大再贴现
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重点支持
小微企业500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
贴现。将支小再贷款政策适用范
围扩大到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
（含新型互联网银行）。将单户
授信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
贷款纳入中期借贷便利的合格担

保品范围。
“再贷款再贴现支持范围扩

大、强调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扩
大中期借贷便利合格担保品范围
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将
向金融机构提供优惠的长期资
金 ， 对 小 微 企 业 实 施 精 准 滴
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
主任曾刚表示。

加大信贷渠道支持力度的同
时，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还需
积极拓宽融资渠道。意见提出，
探索实施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
工具、加快中小企业首发上市进
度，为主业突出、规范运作的中
小企业上市提供便利等，旨在补
齐直接融资渠道的短板。

近年来，我国一直着力提高

直接融资比例，但直接融资在融
资体系中的占比仍然较低。专家
认为，契合中小企业的风险特点
和资金需求特点，资本市场的融
资功能需要进一步发挥。要建立
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体
系，切实发挥创业板、中小板、
新三板等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
能。

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
的积极性，监管考核的指挥棒必
须进行有力引导。

意见提出，研究放宽小微企
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惠权重的
单户额度限制、鼓励对小微业务
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
施、细化小微企业贷款不良容忍
度管理，完善授信尽职免责规定

等。
专家表示，小微金融服务的

主要挑战在于商业可持续性，放
宽小微企业贷款享受风险资本优
惠权重的单户额度限制，有利于
降低风险资本的占用，释放商业
银行投放小微企业贷款的经济资
本，增强信贷投放的能力和积极
性。

“从组织体系看，银行金融
机构和一线员工是小微企业贷款
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建立起
真正有效的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
机制，才能打消一线机构和从业
人员服务民营和小微企业的顾
虑，这一点一定要落到实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
院长董希淼表示。

多项硬举措破解融资难题，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重点支持小微企业500万元及以下小额票据贴现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
者8日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
则》等186项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
布，涉及不动产登记、车辆安
全、装备制造业、公共设施和环
境保护等多个领域。

在不动产登记领域，《不动
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国
家标准，建立了以不动产单元为
载体的不动产单元编码体系，实
现了土地、房屋、森林与林木、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地、草
地、海域、无居民海岛等不动产

的统一登记，有利于保护交易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强化登记的公
示和公信功能、建设统一的信息
平台。

在车辆安全领域，《汽车
侧面柱碰撞的乘员保护》国家
标准，聚焦交通事故中对乘员
伤害程度较高的车辆侧面柱碰
撞，规定了汽车侧面柱碰撞的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在提高
车辆安全性、降低道路交通事
故中的人员伤亡等方面将发挥
积极作用。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重型

机械通用技术条件》系列国家标
准，将推动重型机械制造行业整
体的工艺技术进步，为企业开拓
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发挥“桥
梁”作用，支撑我国运用自主技
术和标准成套完成的金属板材热
连轧、大型石化等代表性项目服
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公共设施领域，《城市公
共设施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
管理服务规范》等两项国家标
准，解决了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
中存在的油车占位、二维码不清
晰、安全提示不足等实际问题，

明确了不同类型充换电设施在建
设、运营过程中的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设置及防护要求，为大众提
供更加优质的充换电服务，切实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环境保护领域，《废铅酸
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国家标
准，规定了废铅酸蓄电池的收
集、贮存、运输、转移过程的处
理方法及管理措施，有利于规范
生产企业对废铅酸蓄电池的回收
利用，防止二次污染，同时对规
范废蓄电池回收行业的整体发展
起到示范作用。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武夷岩
茶价格持续攀升，各种贴着“大
师”“山场”标签的岩茶充斥市
场，价格从1斤几千元到数十万
元不等。记者在武夷山采访了解
到，牛栏坑茶园归当地茶农所
有，每年产量也就1000多斤，而
且大多并没有流入市场。

在武夷山采访时，多位业内
人士印证：不少“大师茶”并不
是高品质茶，也不是“大师”制
作的茶，有的就是一些大众茶改

头换面而成，有的还打着大师
“监制”“封存”“推荐”等擦
边球，卖出高价。

据了解，针对部分外地茶商
炒作“山场”“大师”噱头等问题，
武夷山将加快建设茶叶质量可追
溯制度。目前，全市共有479家企
业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
志；严格规范“大师茶”售卖，对
“没有参与茶叶加工就随意签
名”的，坚决取缔“特级制茶工
艺师”等荣誉称号。

随意贴个“大师”“山场”标签

1斤岩茶炒到几千元到数十万元

186项国家标准发布，

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等领域

据新华社电 蜘蛛丝是一种拉
伸强度惊人的天然材料，安徽农业
大学教授汪钟凯团队受其启发，近
期以蓖麻油为原材料，研发出一种
抗拉强度超过200兆帕的超强荧光
弹性材料，实现了农林生物质的高
价值转化与利用。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自然·通讯》日前发表了该成
果。

有研究表明，蜘蛛丝的力学拉
伸强度最强可达到800兆帕，这相
当于用一根铅笔粗细的十字园蛛蛛
丝，就可以拉住一架自重180吨、
正以每秒80米速度降落的波音747

飞机。蜘蛛丝的这种超强性能，来
源于丝蛋白内部纳米晶体的特殊结
构，得到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近
期该校教授汪钟凯团队在植物油脂
高分子合成研究中发现了一条新路
径，能够将蓖麻油转化形成模仿蛋
白的聚合物分子，他们精确调节获
得纳米晶体结构，再通过机械加工
实现了类似于蜘蛛丝的特殊结构。
经过测试，这种新材料的抗拉强度
超过200兆帕，相比之前强度普遍
在几十兆帕的人工弹性材料，取得
了性能上的重大突破。

据介绍，以往的研究显示，生
物质资源可以被转化为高分子材
料，但在成本及性能方面无法与石
油基高分子材料媲美。本次研究在
生物质材料的性能方面取得突破，
有利于人们摆脱对石化资源的依
赖。

据新华社电 记者7日从应急
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近日会
同多部门对2019年一季度全国自然
灾害情况进行会商分析。经核定，
一季度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
139 . 6万人次受灾，87人死亡，1 . 3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
根据公布的灾情统计情况，一

季度我国自然灾害以风雹、地质灾
害、森林火灾、地震和雪灾为主。
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900余间房屋
倒塌，1 . 1万间严重损坏，8 . 6万间
一般损坏。一季度，全国共发生8

起因自然因素引发造成人员死亡的
地质灾害事件，发生4起造成人员
死亡的森林火灾。其中，山西省临
汾市乡宁县枣岭乡发生山体滑坡，
导致当地卫生院1栋家属楼、信用
社1栋家属楼和1座小型洗浴中心垮
塌，造成20人死亡，13人受伤。四
川省凉山州木里县发生森林火灾，
造成27名森林消防队员和3名地方
干部群众牺牲。据统计，一季度地
质灾害共造成30人死亡，森林火灾
共造成39人死亡。

应急管理部发布2019年

一季度自然灾害情况

我国研制出

“超强弹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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