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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A06版 时事周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记者何雨欣 韩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8日消息，经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批准，我国自11月29日起调整成品油等部分产
品消费税，其中，汽油消费税单位税额提高0.12元／
升；柴油消费税提高0.14元／升。这是自2009年成
品油税费改革后首度调整成品油消费税。

此次消费税调整是一套“组合拳”，除适度提高汽、
柴油以及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等
成品油消费税，还包括取消汽缸容量在250毫升（不
含）以下的小排量摩托车、汽车轮胎、酒精消费税；取消
车用含铅汽油消费税，统一按无铅汽油税率征收消费
税；停止征收成品油价格调节基金等，自12月1日起
实施。

此次调整后，汽、柴油消费税将变为每升1.12元
和0.94元。

11月28日是调价窗口期，国内汽、柴油价格可有
所下降，这次提高成品油消费税税额与应降价金额相
当，“提税不提价”，因此政策出台后国内油价不会上涨
也不会降低。 (相关报道见A07版)

我国成品油消费税适度调整

汽油消费税
提高0.12元／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专电（记者赵晓辉 陶
俊洁）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军28日说，目前证
监会已牵头完成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初稿，拟于
月底前上报国务院。

张晓军说，为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要求，根据中央和国务院部署，证
监会牵头成立了“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工作组”。

张晓军说，目前证监会已牵头完成注册制改革方
案初稿，并征求了部分保荐机构、专家学者及工作组成
员单位意见，拟于11月底前上报国务院。

针对目前已过会尚未核准发行的企业，张晓军说，
对于目前已通过发审会但尚未核准发行的企业，待其
按规定履行封卷、会后事项等程序后，证监会将依法核
准其发行。此外，还有个别过会企业存在特殊事项，如
乔丹体育存在重大未决诉讼，部分企业的中介机构执
业行为受限等。证监会将在相关受限因素消除后，按
程序推进后续工作。

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方案初稿已完成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彭
青林）今天上午，省长蒋定之在海口会
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副部长
牛红光一行。

蒋定之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代
表省委书记罗保铭对总装备部长期以
来给予海南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海南航天发射场建设，是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重要决策，是推进

我国航天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重要举措，意
义重大，倍受世人瞩目。省委、省政府
对发射场建设高度重视，全力给予支持
保障。目前，地方配套建设项目基本按
照进度推进，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协调解决好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困
难，通过军地双方共同努力，推进好、保
障好发射场的各项建设运行任务。

牛红光表示，自 2009 年动工以
来，海南航天发射场历经5年多建设
形成规模，这离不开海南各级党委政
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特别
是在征地搬迁、配套设施、后勤保障等
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衷心感谢海南
人民的大力支持。希望在海南省委、
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军地双方共同
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为顺利完成重大

航天任务提供坚强保障。他说，在建
设国际旅游岛的宏伟战略中，航天发
射场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总装
备部及有关单位将大力配合海南省有
关部门和市县，把相关旅游开发工作
做好，进一步挖掘旅游潜力，推动海南
经济社会发展。

副省长王路、省政府秘书长胡光
辉参加会见。

蒋定之会见总装备部副部长牛红光

腾飞，张开梦想的翅膀
——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两周年之际 (见A04版)

本报文城11月28日电（记者刘笑
非）今天，在文昌市人民医院新院区，同济
文昌医院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同济医院
正式托管文昌市人民医院。随着同济医
院常驻文城专家的到位，科学的管理模
式、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优秀的人才也将
随之输入，地区综合医疗实力将提升。

就任同济文昌医院院长的原同济医
院党委副书记刘正湘用“薪尽火传”来比
喻同济医院托管文昌市人民医院的模式，

“既要输入人才，也要培养人才，这样才能
让文昌市人民医院的发展历久弥新。”

同济文昌医院挂牌后，还肩负着文
昌航天城后勤保障的重要任务，未来的
目标是打造三级甲等医院。

同济医院正式托管
文昌市人民医院

同济文昌医院
挂牌成立

本报讯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广东省政协
主席朱明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周
元）基层党建事关联系服务群众的“最
后一公里”。为落实中央要求，强化
各级党委抓党建工作的主体责任，从
今年起每年第四个季度，我省都将围
绕基层党建工作重点任务，组织开展
一次市、县、乡党委书记述职评议考
核，使之成为抓基层党建工作的一项
制度。

记者今日从省委办公厅获悉，根
据近日出台的《海南省开展市县乡党

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
实施方案》，今年考核的重点内容包括
六大方面：

一是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研究
部署基层党建重要工作、重大活动，协
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特别是对查摆
剖析的党建工作突出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二是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选
好、用好、管好基层组织带头人，落实
民主管理制度，加强村（居）务监督委
员会建设，严肃查处基层干部不正之

风和违法违纪行为情况；三是加强基
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健全落实“坐
班制”，推行驻村联户、结对帮扶，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情况等；四
是严格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员组织
生活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情
况；五是加大基层党建工作投入力度，
强化基层基础保障等情况；六是进一
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路、重点
和措施。

下转A03版▶

我省将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

基层党建工作今后每年“期末考”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陈
成智）三亚宋城二期热带动物园、冰雪
世界，正紧锣密鼓施工，预计2015年春
节前对游客开放，《三亚千古情》催生的
一系列市场奇迹，预计仍将延续。来自
三亚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的统计数据
表明，三亚文化产业实际投资已达100
亿元，今年全市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生产总值可望突破5%，成为支撑三亚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另一引擎。

“三亚引进的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

业项目有46个，已落地项目40个，计
划总投资1139.88亿元。其中开工建
设项目10个、营业项目12个、推进项
目24个，实际投资达100亿元。”三亚
文产办主任蒙绪彦说。

另一组数据也印证了三亚文化产
业领跑全省：2013年，三亚市有14个
项目列入全省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占
全省比重 44%；2014 年全省确定的
20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中，三亚就占
了8个。

民营资本投资文化产业，成为三亚
的一大亮点。引进的46个文化产业项
目都是以民营或股份制投资为主。比
如三亚千古情项目由浙江宋城股份投
资兴建，占地面积228亩，拟投资50亿
元，其中一期已投资近10亿元。《三亚
千古情》从去年9月25日正式演出至
今，14个月时间累计演出超过700场，
接待游客接近200万人次，营业收入超
1.7亿元，创造了一个奇迹。

“三亚已初步形成了以文化旅游、

会议展览、演艺娱乐、影视传媒、动漫创
意和休闲康复六大门类为主要组成的
文化产业格局，并逐渐形成‘一心一带
两极三区’文化产业布局，即城区文化
综合服务中心、滨海文化景观带、南山
创意新城增长极、高新技术产业区增长
极、东部现代文化区、西部历史文化区、
北部热带农业文化区的文化产业发展
布局。”三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孙苏对
记者说。

新的文化业态崛起，也成为三亚文

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三亚动漫产业基
地园区总体规划面积405.3亩，规划用
地面积292.2亩，已有动漫影视、网络
科技、智慧旅游、3D影像四大新兴智慧
产业近50家企业、机构入驻，包括携程
科技、新浪科技、奇虎360、天涯科技、
今典传媒、嘉溢影视等，投资超过10亿
元。位于崖城的三亚创意产业园规划
面积约17平方公里，已与中兴、用友、
联想、华永、北大科技等23家企业签订
了入驻协议。 下转A02版▶

三亚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数量领跑全省，实际投资达100亿元

开足文化马力 释放经济动力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况
昌勋）记者从省政府今天召开的冬交
会筹备工作汇报会上获悉，2014年冬
交会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截
至11月27日，全省共落实合同订单
1100宗，金额140.4亿元；意向订单
1009宗，金额74.5亿元。

据悉，冬交会布展工作顺利，招展
工作取得新突破。目前，所有展馆已全
面完成展位招租和展品落实工作，其
中，国际馆、台湾馆、省外组团馆和供销

馆的参展商已提前爆满。尤其是美食
街的招商工作，往年只展销海南特色美
食，但由于冬交会的名气，台湾决定组织
20家特色风味小吃企业参展。预计11
月30日将全面完成客商邀请任务。

自9月以来，在省农业厅带动指
导下，各市县政府和农业部门，纷纷组
织生产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到全国各大
销地市场进行调研，了解市场供求信
息，并签订瓜菜、水果等农产品购销合
同。合同订单落实较好的市县有海

口、三亚、澄迈等。
招商项目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据统计，全省已落实招商项目66个，
意向投资145亿元。

副省长陈志荣强调，各级领导、各
成员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要继
续抓好客商邀请和订单招商工作，做
好各项重点活动的组织落实工作，做
好展品组织和布展工作，严把参展产
品质量关，同时要做好会展安保工作
和宣传报道工作。

冬交会落实合同订单140.4亿元

本报海口11月28日讯（记者况昌
勋 通讯员吴晓笙）记者昨天从省扶贫办
获悉，为提高扶贫开发的效果，做到真扶
贫、扶真贫，目前全省已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5个贫困县，600个贫困村，635315人。

今年以来，省扶贫部门把建档立
卡作为扶贫开发的基础性工作来抓，

建立由省、市县、乡镇三级400多人组
成的建档立卡工作队伍，做到扶贫对
象底数清、情况明，为精准扶贫奠定基
础。目前全省已精准扶贫建档立卡5
个贫困县，600个贫困村，635315人。
在此基础上，将2014年9万脱贫对象
分解到各市县并经确认，由各市县负

责细化到乡镇，乡镇量化到户到人。
为确保2014年减贫任务的完成，

省扶贫部门加大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力度，安排第一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发展资金）1.7252亿元。一是安
排基础设施建设资金6213万元，占
36%；二是安排产业发展资金8806万

元，占51%；三是安排扶贫培训资金
1895万元，占11%；四是项目管理经
费338万元，占2%。

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8760万元，也已下达至各市县，主要
用于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类项目，为
贫困户增收脱贫奠定了基础。

我省已确定63.5万精准扶贫人口

本报讯（记者梁振君 黄能 特约记
者黄玉宁 通讯员李林中）近日，海南核
电1号机组一回路水压试验圆满成功。
作为海南核电工程的重大里程碑节点，
该试验的完成标志着1号机组由安装阶
段正式转入全面调试阶段。

来自省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今年1-
10月，昌江核电项目完成31.75亿元，项
目今年计划投资42亿元。截至今年10
月底，工程累计完成投资188.75亿元。

昌江核电工程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
海尾镇塘兴村，可容纳4台大型核电机
组，总投资达226亿元。首期两台机组投
运后，海南将新增装机容量130万千瓦。
首台机组计划2015年投入商业运行。

昌江核电1号机组
转入全面调试

东寨港红树林今年“长”了3000亩
11月26日，在海口市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塔市保护站，低空俯瞰天然红树林形成的小岛。今年9月，该保护站用

木板将这个小岛围圈，抬高并扩大滩涂面积，新种红树林26亩。据了解，今年以来，当地通过加强退塘还林、植树造林、水
质监测、环境整治等工作，新增红树林面积3100多亩。 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庄股”魅影
——中国股市操纵调查

43名学生失踪案发酵

墨西哥总统
誓言打击警匪勾结

A05版 世界新闻

海榆中线西环高速改建
将于春节前完成

A03版 海南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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