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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 29日电 进

入 7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

行。公职人员行为监管更加严格、

社区矫正工作从此有法可依……法

治，让社会治理更完善，让你我生

活更安心。

政务处分法构筑惩戒职务
违法的严密法网

一些公职人员的行为“政纪不适

用，党纪管不了”？自7月1日起施行

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强化对公职

人员的管理监督，使政务处分匹配党

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

政务处分法中所列出的违法行

为，除了贪污贿赂、收送礼品礼金、滥

用职权等较为常见的公职人员违法行

为之外，还纳入了“篡改、伪造本人档

案资料的”“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

定，隐瞒不报”“拒不按照规定纠正特

定关系人违规任职、兼职或者从事经

营活动，且不服从职务调整的”“违反

规定取得外国国籍或者获取境外永久

居留资格、长期居留许可的”等，并规

定了其适用的政务处分。

根据监察法确立的政务处分种

类，政务处分法规定了 6种政务处

分，分别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

级、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期间分

别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

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

职，二十四个月。

政务处分法要求，任免机关、单

位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

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依法给予违

法的公职人员处分。监察机关应当按

照管理权限，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

督，依法给予违法的公职人员政务处

分。同时，监察机关发现公职人员任

免机关、单位应当给予处分而未给

予，或者给予的处分违法、不当的，

应当及时提出监察建议。

社区矫正法突出监督管理
与教育帮扶相结合

社区矫正法自7月1日起施行，这

是我国首次就社区矫正工作专门立法。

我国从2003年开始试点并逐步

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法吸纳

总结了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一些成功

有效的做法，如在各地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提高社区矫正信息化水平的

经验基础上，将“国家支持社区矫正

机构提高信息化水平”写入总则，并

就信息化核查、使用电子定位装置等

内容作出规定。

该法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和工

作原则，规定社区矫正是为了“促进社

区矫正对象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

少犯罪”。社区矫正工作坚持监督管

理与教育帮扶结合，专门机关和社会

力量相结合，采取分类管理、个别化矫

正，有针对地消除矫正对象可能重新

犯罪的因素，帮助其成为守法公民。

社区矫正法注意鼓励和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居委会、村委会

可以引导志愿者和社区群众，利用社

区资源，采取多种形式，对有特殊困

难的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必要的教育帮

扶；社区矫正机构可以通过公开择优

购买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或者其他

社会服务，为社区矫正对象在教育、

心理辅导、职业技能培训、社会关系

改善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帮扶。

新司法解释进一步保障
“告官见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自7

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进一步规

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保

障民众能够“告官见官”。

司法解释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的内涵。一是仅限于诉讼程

序，不包括询问、调查等程序；二是

不限于行政机关，还包括其他具有行

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行政主体；三

是不限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还包

括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

加，人民法院通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

诉讼的行政机关。

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案

件类型上，司法解释具体列举了涉及

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公共卫生安全等案件类型，引导行政

机关对三类特殊案件主动出庭应诉。

为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

出声”，司法解释规定，行政机关负

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

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

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

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

行解释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

表意见。

一批新的法律法规7月起施行

6 月 29 日，安全人员在巴基斯

坦卡拉奇的袭击现场查看。

巴基斯坦警方29日证实，4名武

装人员当天袭击位于巴南部城市卡

拉奇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大楼，导

致至少5人死亡、6人受伤。4名武装

人员被击毙。“俾路支解放军”宣称实

施此次袭击。巴基斯坦官方尚未就

此袭击事件发表声明。 新华社 发

巴证交所大楼遇袭
多人死伤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就

美方日前宣布对中方有关涉港官员

等实施签证限制，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 29 日说，针对美方错误行

径，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

恶劣的美方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赵立坚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说，香港国家安全立法问题纯属中

国内政，任何外国对此无权干涉。

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

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决

心坚定不移。美方通过所谓制裁阻

挠中方推进香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图

谋绝不会得逞。

中方决定对在涉港问
题上表现恶劣的美方
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新华社纽约6月28日电 美

国老牌页岩油气企业切萨皮克能源

公司28日发布新闻公告说，公司

已向得克萨斯州南区破产法院申请

破产保护进行资产重组。

公告说，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已

与主要债权人签订重组支持协议，

通过重组将减少约70亿美元的债

务。切萨皮克能源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道格·劳勒表示，重组对公

司取得长期成功和创造商业价值很

有必要。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公布的季度

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公司营业

收入超25亿美元，净亏损约83亿

美元。

切萨皮克能源公司创立于

1989年，鼎盛时拥有175个钻机。

受油价暴跌和新冠疫情冲击，

今年美国已有惠廷石油公司和钻石

近海钻探公司等多家石油企业申请

破产保护。

美国一老牌页岩油气企业

申请破产保护

网络拍卖公告
受委托，定于2020年7月9日上午10时

至2020年 7月10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
外）在淘宝网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对下列标
的进行拍卖：

一、拍卖标的：马鞍镇西海湖水面（东至：
杭甬运河，南至：万花庙旧箔止，西至：狗爬桥
江箔，北至：廿亩头大箔、老岳庙箔，约225亩）
五年期使用权，首年租金起拍价47025元，保
证金1万元。

注：第二年起每年租金在上一年基础上按
首年租金成交价的3%递增

二、展示时间：2020年7月6日、7日于标
的所在地。

三、拍卖方式：采用线上增价拍卖方式。
四、报名及竞拍事项：本次拍卖在淘宝网阿

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线上进行，竞买人须在线上
报名及支付参拍保证金后参与竞拍（具体参拍保
证金缴纳流程可咨询淘宝客服，客服电话：
400-822-2870）,竞买人请提前做好线上报名
及支付参拍保证金的各项咨询、准备及缴纳工
作。本次网络拍卖线上报名及竞拍PC电脑端网
址：可登录淘宝网首页（www.taobao.com）→
点击“司法拍卖”→点击“资产交易”→点击“授权
机构”→选择“浙江省/杭州市”→点击“浙江浙商

拍卖有限公司”可找到待拍项目；也可以登录绍
兴市柯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www.kq.gov.
cn/col/col1658072/index.html)中“产权交
易”→“交易公告”中找到待拍项目后，从链接项
进入网拍页面。按线上网络拍卖公告、竞买须知
要求报名参拍。

五、尚未开设淘宝及支付宝线上支付账户
需要办理委托拍卖手的竞买人，应在拍卖开始
二个工作日前向拍卖人预约办理委托手续。

竞买人在 2020 年 7 月 8 日下午 16：30
前通过电话咨询，及通过添加微信方式线上传
输上述相关手续资料。拍卖成交后，签署成交
确认书前，买受人及委托代理人共同向拍卖人
递交上述微信上已传输的书面委托手续资料，
若买受人及委托代理人，在拍卖成交后未递交
微信上已传输的书面委托手续资料的，竞买活
动则仍认定为委托代理人（即代拍人）的个人
行为。

六、本次网络拍卖公告等拍卖文件已在淘
宝网阿里拍卖资产交易平台线上发布，本公告
未尽事项及经营限制等，请自行在线上查询。

咨询电话：18606758877（微信同号）
浙江浙商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中国·柯桥纺织指数”
20200629期纺织品价格指数收
报于103.58点，环比下跌0.48%，
较年初下跌 1.48%，同比下跌
2.10%。

近期，中国轻纺城端午假期
成交下降，其中：原料市场价量小
幅下跌，坯布市场价量明显下跌，
服装面料市场布匹价量微幅下
跌，家纺类产品成交价量微幅下
跌，辅料行情环比回落。

预计下期轻纺城整体行情将

呈震荡小跌走势。因国内市场需
求淡季延续，外销市场仍显疲弱，
部分贸易商和织造厂家大众产品
订单仍显不足，后市夏季面料供给
继续回缩，夏季大众面料现货成交
和订单发货局部下降，秋季跑量产
品订单发货局部显现不足，织造企
业开机率逐步下降，印染企业产出
环比下降，市场行情走势局部偏
淡，预计大众产品认购踊跃度将环
比下降，整体市场成交将呈现环比
小跌走势。

端午假期成交下降，价格指数小幅下跌
——20200629期价格指数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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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分类

总类

原料类

坯布类

服装面料类

家纺类

服饰辅料类

价格指数

103.58

77.18

120.27

116.58

101.79

129.61

环比

-0.48%↓

-0.32%↓

-1.77%↓

-0.06%↓

-0.03%↓

-0.61%↓

年初比

-1.48%↓

-5.01%↓

0.33%↑

-0.53%↓

0.33%↑

-1.64%↓

去年同比

-2.10%↓

-7.80%↓

0.63%↑

-0.34%↓

0.16%↑

-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