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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
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丁宁、丁
甸、张敏等 26人犯集资诈骗罪、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
境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一案（简称“e租
宝”案）涉财产部分已由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立案执行，并于日前发布
公告开展全国受损集资参与人信息核
实登记工作。我省将于2019年7月2日
同步开展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工
作。为方便集资参与人参加信息核实
登记，现将我省信息核实登记工作时间、
核实登记流程、携带材料、核实点分布及
对应区域、联系电话通告如下：

一、核实登记时间
信息核实登记期限自2019年7月2

日至 2019 年 8 月 30 日，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 9:30—11:30；下午 1:30—5:00。全
省各市（州）同步启动、开展现场核实登
记工作。

二、核实登记地点
集资参与人可关注通告附件中核

实点所属辖区、具体位置及联系方式，
及时携带相关材料至户籍所在地或者
经常居住地对应的核实点就近参加核
实登记。

三、核实登记对象
具有我省户籍的受损集资参与人，

以及能够证明在我省长期工作生活的
外省受损集资参与人。

四、核实登记流程
核实登记流程包括排号等候、核

实登记信息、信息确认签字等环节。
确有证据证明集资信息和审计信息不
一致的，将提交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

进一步复核。集资参与人应听从核实
点现场工作人员指挥，按照流程参与
核实登记。

五、携带材料
1、身份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到其户籍所在地核实

登记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
等材料进行身份信息核实；到其经常居
住地核实登记的，除需提供本人身份证
原件外，还需提供本人社保卡或近半年
纳税证明等证明在本市经常居住的材
料（原件）。

集资参与人本人不能参加的，可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委托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除
提供上款所需的证明材料外，还需提供
代理人的身份证原件及经公证的委托
书原件等材料。

集资参与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其
法定代理人参加现场核实登记。所需
提供的材料除第一款所需的证明材料

外，还需提供法定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以
及户口本或监护证明等能够证明双方
法定代理身份关系材料的原件。

集资参与人已经死亡的，由其继承
权利人持被继承人死亡证明、证明继承
权的公证文书（法院生效判决）或有继
承权的身份关系证明等材料到集资参
与人所属的现场核实点进行核实登
记。核实点工作人员以继承权利人身
份证号码为依据开立电子账户，案款返
还至该电子账户内。集资参与人有多
名继承权利人的，登记第一个到核实点
进行核实登记的继承权利人的身份证
号码，各继承权利人之间对返还案款的
分配问题由各继承权利人自行解决。

2、集资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持集资合同、银行交

易明细或者收款收据等能证明充值、提
现金额的材料办理核实登记手续。

3、收款信息材料
集资参与人应携带本人名下的银

行卡并准备收款账号、开户行、开户网
点名称等信息。

六、注意事项
1、此次核实登记的结果将作为案

款发还的数据基础，请集资参与人及时
参与，避免因不核实登记而影响自己的
合法权益。

2、不具有本省户籍且无法提供经
常在川居住证明材料的集资参与人，请
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核实点进行核实登
记，具体事项请关注户籍所在地省区市
发布的核实登记通告。

3、集资参与人应注意防范电话诈
骗，核实登记机构不会通过电话、短信
等方式要求集资参与人提供身份证号
码、银行卡号码等个人信息，不会提出
转账、验资、交费等要求。

4、故意编造虚假信息，干扰信息核
实登记工作、损害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
的，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附件：四川省核实登记点信息

四川省处置化解“e租宝”风险专
责小组办公室

2019年6月26日

序号

1

核实点名称

资
阳
市

雁江区人民法院核实点

安岳县图书馆一楼阅读室核实点

乐至县人民法院核实点

详细地址

雁江区新城路176号

安岳县奎安街157号

乐至县天池镇迎宾大道170号

对应区域

雁江区

安岳县

乐至县

联系电话

028-26633107

028-24962633

028-23355022

四川省“e租宝”案集资参与人
信息核实登记通告

资阳市核实登记点信息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高
亢 高敬）7月1日起，北京、上海、天津、
河北、广东等多地开始实施国六排放
标准。部分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
准，在国家加大汽车生产监督力度的
同时，汽车生产和相关企业也将面临
崭新挑战。

目前，有汽车生产厂家、车型检测
机构以及经销商反映，多地提前实施
国六排放标准，对当前汽车销售造成

了不小压力。
刘友宾表示，从技术和产业准备

情况看，汽车生产企业已完成大部分
车型国六开发工作，目前已进入量产
销售阶段。截至 2019年 6月 20日，已
有99家轻型车企业2144个国六车型、
60家重型车生产企业 896个国六车型
进行了环保信息公开。从汽车销售市
场看，国六车型已全面上市，市场基本
实现平稳过渡。

据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申铖）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国家税务总局日前
修订出台《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
对纳税服务投诉工作进行规范和优
化，进一步提高监督投诉质效，更好维
护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次修订出台的新办法扩
大了纳税服务投诉范围，投诉边界更
清晰；拓宽投诉渠道，主体权责更明
确；规范受理流程，办理时限再压缩；
建立快速处理机制，投诉处理更高
效。新办法将于8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办法明确，纳税人、缴费人、扣
缴义务人和其他当事人对纳税服务
的投诉范围，除了对税务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履行纳税服务职责过程中
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外，还包括对
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服务言行及其服
务质效的投诉。例如，对税务服务言
行不符合文明服务规范要求等行为
均可投诉。

新办法规定，投诉人可以通过网
络、电话、信函或者当面等方式提出实
名投诉，既可以向本级税务机关提交，
也可以向其上级税务机关提交。税务
机关应于收到投诉后 1个工作日内决
定是否受理，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
原则办理或转办。

新办法将各类投诉的办理时限全
部压缩50%：受理审查环节由2个工作
日压缩为 1个工作日，服务质效、权益
保护类投诉的办理时限从 20 个工作
日压缩到 10个工作日，服务言行类投
诉的办理时限从 10个工作日压缩至 5
个工作日。

新办法明确了快速处理机制，对
于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未准确掌握
税收法律法规等导致纳税人应享未享
税收优惠政策的，自然人提出的个人
所得税和社保费及非税收入征缴服务
的投诉，税务机关应自受理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办结。此外，投诉人认为
投诉处理结果显失公正的，可以向上
级税务机关申请复核。

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

报告显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按不变价计算，2018年国内
生产总值比 1952 年增长 175倍，年均
增长 8.1%。2018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
收入达到 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
家平均水平。

报告指出，财政实力由弱变强，外
汇储备大幅增加。1951年至2018年，
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12.5%，其中
1979 年至 2018 年年均增长 13.6%，为
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
有力的资金保障。2018年末，外汇储
备余额为 30727 亿美元，连续 13年稳
居世界第一。

此外，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
高。报告显示，2018 年末，我国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为 59.6%，比 1978 年末
上升 41.7个百分点。2018年末，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3.4%，比 2012 年
末提高 8 个百分点。1949 年至 2018
年，城市数量由132个发展到672个。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三次产

业发展趋于均衡，经济发展的全面性、
协调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

报告显示，农业生产条件持续改
善，综合生产能力快速提升。我国粮
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提高
到2018年的65789万吨。

根据报告，目前，我国已成为拥有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
家，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制造业增加值自 2010 年起稳居世界
首位。2018年，我国原煤产量为 36.8
亿吨，比1949年增长114倍；钢材产量
11.1亿吨，增长8503倍；水泥产量22.1
亿吨，增长3344倍。

报告还显示，我国服务业蓬勃发
展。2018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
469575 亿元，比 1978 年实际增长 51
倍，年均增长10.4%。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
实现重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基础设
施加快建设，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
供了坚实保障。

报告指出，我国交通运输发展成
就斐然。2018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
程达到 13.1万公里，比 1949年末增长

5 倍，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2.9 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量 60%以上；公路里程
485 万公里，增长 59 倍；定期航班航
线里程 838万公里，比 1950 年末增长
734倍。

报告显示，我国能源供给能力大
幅提升。2018年末，全国发电装机容
量 19 亿千瓦，比 1978 年末增长 32.3
倍。

科学、教育、社会事业
欣欣向荣

报告显示，我国科技实力显著增
强，重大成果不断涌现。2018 年，全
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19657
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55.4 倍；与国内
生产总值之比为 2.18%，比 1995 年提
高 1.61个百分点，超过欧盟 15国平均
水平。我国自 2013 年起成为世界第
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
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 6年和 8年
居世界首位。

报告指出，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
高，总体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
2018年，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2831万
人，比 1978年增长 32倍；15岁及以上
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82年的 5.3

年提高到9.6年。
报告还显示，我国医疗卫生长足

进步，国民健康水平持续提高。居民
预期寿命由建国初的 35 岁提高到
2018年的77岁，婴儿死亡率由建国初
的 200‰下降到 2018年的 6.1‰，居民
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
均水平。

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人民生
活从温饱不足到实现总体小康，正在
迈向全面小康。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结构逐
步改善。报告显示，2018 年末，我国
就业人员增加到 77586 万人，其中第
二 、三 产 业 就 业 人 员 占 比 分 别 为
27.6%和 46.3%，比 1952年末分别提高
20.2和37.2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水平不
断提高。根据报告，2018年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28228 元，比
1978年实际增长 24.3倍。2018年，全
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19853 元，比
1978年实际增长19.2倍。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际聚焦

国内聚焦

7月1日起全国多地启动实施
国六机动车排放标准

新修订《纳税服务投诉管理办法》
8月1日起实施

统计报告展示新中国成立统计报告展示新中国成立7070年年
经济社会发展伟大飞跃经济社会发展伟大飞跃

据新华社基辅7月1日电（记者
陈俊锋 钟忠）由乌克兰和美国主导的

“海上微风－2019”多国联合军演 1日
在乌南部的敖德萨州、赫尔松州和尼
古拉耶夫州开始举行。

据乌克兰国防部发布的公报，包括
乌、美在内的19个国家共派出约3000名

军人、32艘舰只和24架飞机参加演习。
演习的主要内容为多国海军力量

在乌黑海海域开展联合行动，所有演
习课目都采用北约标准。参演战舰将
对海上目标实施打击。海军特战小组
将从直升机降落到海面和可疑船只
上，执行排查和搜捕任务。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日电（记
者 吴刚）俄罗斯国防部机关报《红星
报》7 月 1 日报道说，俄罗斯和美国上
周对各自拥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
了相互检查。

报道说，根据俄美签署的《削减

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俄对
美国部署在本土、土耳其和罗马尼
亚境内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了 3
次检查，美国、丹麦、土耳其和挪威
则对俄境内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
了 3 次检查。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记者 樊
曦 王优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
黄艳 1 日表示，为进一步全面推进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将积极创新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投融资机制，吸引社
会力量参与。

在国新办 1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
例行吹风会上，黄艳表示，2017年底，
住建部在厦门、广州等 15个城市启动
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截至 2018
年 12 月，试点城市共改造老旧小区
106个，惠及5.9万户居民，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她说，从试点及各地反馈的情况
看，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涉及面广，是一
项系统工程，做好这项工作，需要破解
三个难题：一是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
加大改造资金筹集力度。二是地方加
强统筹协调，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发动
小区居民通过协商形成共识，积极参
与老旧小区改造。三是在改造中因势

利导，同步确定小区管理模式、管理规
约及居民议事规则，同步建立小区后
续管理机制。

黄艳表示，下一步住建部将重点做
好五项工作：一是抓紧摸清当地城镇老
旧小区的类型、居民改造愿望等需求，
在此基础上明确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
标准和对象范围。二是按照“业主主
体、社区主导、政府引领、各方支持”的
原则，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积极开展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
加强政府引导和统筹协调，动员群众广
泛参与，保证改造工作顺利推进、确保
改造取得预期效果。三是积极创新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投融资机制，包括探索
金融以可持续方式加大支持力度，运用
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等。四
是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础上，顺应群
众意愿，积极发展社区养老、托幼、医
疗、助餐、保洁等服务。五是推动建立
小区后续长效管理机制。

住建部：

将积极创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投融资机制

俄罗斯和美国
相互进行战略武器检查

“海上微风－2019”多国联合军演
在乌克兰举行

□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国家统计局1日发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
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一。报告指出，70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
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
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
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
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
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近年来，河北省滦州市九百户镇九百户村引入社会资金进行荒山开垦发展生态农业，取得良好效果。目前该村荒山生态治
理面积达8000亩。图为7月1日无人机拍摄的滦州市九百户镇九百户村鸡冠山生态农业产业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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