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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印发 《军级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3 日
电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军级
以上领导干部有关待遇规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本着统一规范、保
障必需、从严从紧、合理区别

的原则，
严格规范了军级以上领
导干部在办公用房、
住房、
用车、
工作人员配备、
医疗等方面的待

遇标准。这是中央军委认真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致函相关省市

定要求的重大举措和实际行动，
彰显了以上率下、
严于律己、
全
面从严治军的坚定决心。

要求——

清理
“不合时宜”
地方著名商标立法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3 日
电 当前，一些地方通过立法，
给予企业著名商标认定以及特
殊保护。这些有关著名商标的
地方性法规因违反我国商标法
的立法宗旨，有违市场公平竞
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近
日要求予以全面清理，地方著
名商标制度也将面临废止。
记者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获悉，今年 5 月，来自全国
二十多所大学的 108 位知识产
权研究生联名致信法工委，指
出部分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
规章规定了著名商标的认定和
保护制度。这些地方立法大多
规定地方“著名商标”采取“批
量申报、批量审批、批量公布”
的认定模式和“一案认定，全面
保护；一次认定，多年有效”的

保护模式，不符合现行商标法
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惯例。建议
对有关著名商标的地方立法进
行审查。
收到审查建议后，法工委
依照立法法和相关规定，启动
了对著名商标地方立法的备案
审查工作。在审查研究中，法
工委征求了国务院法制办、国
家工商总局、最高人民法院等
单位意见，还组成联合调研组，
赴湖南、重庆、黑龙江进行实地
调研，并召集专家进行研讨。
最终，法工委认为，地方规
定的著名商标制度在运行之初
对鼓励企业增强品牌意识、提
高产品质量，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
由政府对著名商标进行认定和
特殊保护，存在着利用政府公

信力为企业背书、
对市场主体有
选择地给以支持、
扭曲市场公平
竞争关系等问题，
在操作过程中
也滋生和带来了一些弊端。
“这与全面深化改革的目
标和要求不符，继续保留则弊
大于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表
示，地方立法也不应再为著名
商标评比认定提供依据。
“对有
关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
规，
应当予以清理，
适时废止。”
据了解，全国 31 个省区市
和 15 个计划单列市中，除个别
地方外，都分别以各种形式规
定了著名商标制度。其中，地
方性法规 11 部，省级地方政府
规章 18 件，设区的市级地方政
府规章 7 件，地方政府规范性文
件 3 件，还有 6 个地方政府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制定了相关规
范性文件。
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已致函河北省、吉林省、浙
江省、安徽省、湖北省、重庆市、
四川省、甘肃省和长春市、吉林
市、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对有关
著名商标制度的地方性法规进
行清理。同时，还致函国务院
法制办，建议对有关著名商标
制度的地方政府规章和政府规
范性文件开展清理工作。
对法规、规章、司法解释、
规范性文件实行违宪违法备案
审查，是维护我国法律体系内
在科学和谐统一的重要手段，
也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宪法
监督制度。这些“不合时宜”的
地方立法能否得到及时清理？
记者将持续关注。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
把师德评价放首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
电 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13 日发布 《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
法》，规定高校教师职称评
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高校
教师职称评审工作要“切实
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

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

内地人再免两年个税

位于北京双桥附近其前身
为北京胜利建材水泥库经改造
转型升级为塞隆国际文化创意
园 （如图），水泥库的 46 座筒
仓和火车、铁轨、站台等特色
景观作为工业遗迹被保留下
来，成为北京文化的又一“新
地标”。目前，已有 80 余家文
化企业、3 家上市企业入驻园
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3 日
电 财政部、税务总局、证
监会 13 日对外宣布，内地
个人借沪港通买卖港股差价
再免两年个税。
根据三部门联合发布的
《关于继续执行沪港股票市
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对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
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
得的转让差价所得，自
2017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止，继续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
学院教授温来成认为，继续
暂免个人所得税，有利于鼓
励个人投资者投资于香港股
市，支持香港的繁荣和发
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资
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新 华 社 北 京 11 月 13 日
电 近来，上海股民朱林军几
乎每天都接到好几通电话，或
要求加微信好友，或邀请加入
推荐股票的微信群。朱林军加
入了一个群，里边的“老师”每
天推荐的股票的确出现了大幅
上涨，这让他很心动。不过很
快，
“ 老师”就向他提出了 3 个
月收费 1.8 万元的要求。
实际上，向朱林军荐股的
“老师”们很可能已经触犯了相
关法律。10 月，中国证券业协
会最新公布《非法仿冒证券公
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机构

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价从中
渔利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武汉
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说。
我国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
的相关法律条文指出，
未经国家
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非法经营证
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
非法从事资金结算业务的。
“涉案金额达到 30 万元或
违法所得达到 5 万元，就可以
追诉。”中国证监会打非局相关
负责人指出，按照刑法的标准，
现在的非法荐股行为绝大部分
已经触犯了刑法。

水泥库变身
文创园

揭秘 QQ、微信
“股神”牟利 4 大套路
黑名单》，曝光了 228 个非法仿
冒机构网站、含有非法内容的
网页、博客等。中国证监会也
正在修改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加强对非法推荐股票的监管。
记者调查发现，荐股牟利
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
一、推销“荐股软件”，以免费使
用的方式拉客户，随后就以升
级等各种名义，诱骗投资人购

买软件以便享受“荐股服务”。
二、冒充正规券商或持牌机构，
从非法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
息，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
式拉拢投资者上套。三、设立
“牛股”公众号、微博等吸引关
注，
在各种 QQ 群、
微信群，
通过
所谓的
“专家”
“老师”
指导，
赚取
高额
“服务费”
。四、
性质恶劣的
“荐股割韭菜”。典型案例就是

“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汪
建中的手法就是提前买入，逢
低建仓，发布推荐报告，再拉高
股价抛出股票获利。
“现在的互联网荐股乱象
层出不穷。既有 QQ 群收费荐
股，也有私募微信群真假内幕
消息满天飞，更有各类无证网
站荐股、电话骚扰荐股。隐藏
在其背后的，甚至可能是怂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