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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
在我省从事跨区域中介服务备案公告

根据我厅与省工商局联合颁发的《自费出国留
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与监管办法》，省外获得
资格认定的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在我省从
事跨区域中介服务须向我厅申请备案后方可开展
相关业务。请相关单位于2015年3月31日前到我
厅申请备案，逾期不予受理。咨询电话：65339366。

海南省教育厅
2015年3月2日

海南博鳌高尔夫有限公司29%股权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经营范围:兴建经营高尔

夫球场、网球场；代销经营高尔夫球场设备、用品用具；体育文化用
品销售；高尔夫相关知识培训、会议策划；开发酒店、开发经营别墅、
游泳池、康疗设施、旅游娱乐设施；餐饮服务；小型商场（食品除
外）。经评估总资产为人民币 55134.55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4086.39万元，该29%股权拟按现状以不低于人民币8897万元协
议或竞价转让。

项目详情见（www.cquae.com）网站公告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联系方式：唐先生 18696676912
咨询电话：史先生0898-68667315；陈先生0898-68665025；
监督电话：惠先生0898-68666228
财政部驻海南省专员办电话：0898-66719286

《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C-1-35地块规划修改公示

为支持海秀高架桥工程建设，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
动了《海口市金牛岭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C-1-35地块规划修改，修
改方案已通过专家论证。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
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5年3月2日至4月13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南楼3057房海口市规划局总工室，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8724393，联系人：王田夫。

海口市规划局 2015年3月2日

国有产权（资产）公开挂牌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XZ201503HN0018

受委托，按现状公开挂牌转让位于海口市海甸岛海达一横路
1号兴安公寓五套房产：

公告期：2015年3月2日至2015年3月30日。详情请登录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ggzy.hi.gov.cn）、海南产
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产权交易21号窗口 电话：65237542，海口市
龙昆南路凤凰新华文化广场五楼海南产权交易所 电话：
66558003（施女士）、66558023（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5年3月2日

标的名称

兴安公寓302房

兴安公寓303房

兴安公寓603房

兴安公寓604房

兴安公寓605房

房产证号

海房字第21103号

海房字第21109号

海房字第21112号

海房字第21118号

海房字第21124号

面积

71.06m2

70.32m2

70.32m2

86.53m2

86.77m2

挂牌价

283600元

280700元

244400元

300800元

301600元

竞买保证金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网络竞价时间

2015年3月31日9：00

2015年3月31日9：30

2015年3月31日10：00

2015年3月31日10：30

2015年3月31日11：00

毒瘤 新华社发

截至 2015
年 1 月 15 日 ，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多语种图
书的累计发行量
达 到 317.6 万
册，中国领导人
的这部政论文集
引起海内外高度
关注。

2014 年 10
月 8日，在德国
法兰克福举行的
2014 年法兰克
福书展上，德国
前总理施罗德在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多语种图
书首发式上手捧
新书。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闫祥
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当前外文
各语种版本已经发行了30多万册。这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领导人著作
海外发行量最大的一次。”外文出版社营
销中心主任肖刚告诉记者。

2014年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
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开始编
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2014年
9月28日开始，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
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
行。全书9个语种同步编译，共10个品
种，20个版本。其中中文分为简体和繁
体两个品种，外文有8个品种，每个品种
又分为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全书收入
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15日
至 2014年 6月 13日这段时间内的讲
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
篇，分为18个专题。还收入习近平总书
记各个时期的照片45幅。

“这些编译工作看似简单，但做出版
的人都知道，该项目任务之艰巨，可以说
是空前的。因为之前国家领导人的著
作，一般是先出中文版，再陆续安排其他
语种出版。这次是9个语种同步编译出
版，同时发行上市。”肖刚说。

作品上市后，外文出版社在相关部
门支持下，广泛联系发行渠道，除中国国
际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
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总公司3
大传统图书海外营销渠道外，出版社还
通过全国地方图书进出口贸易联合体等
市场化机构进行海外营销。当当、卓越、
京东等电商也进行了发行。

记者了解到，2014年10月初，外文
出版社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了《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多语种全球首发
式。全球首发后，出版社继续广泛举行
各类推介会、研讨会，目前已经在法国、
俄罗斯、柬埔寨、巴基斯坦、白俄罗斯等

国家举行了新书发布仪式或研讨会。今
年将参加伦敦书展、美国书展以及法兰
克福书展等大型书展。

肖刚告诉记者，海外各方对《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评价特别高，反
响很热烈，国外媒体广泛报道此书的首
发式，并对相关内容和效果进行积极评
价。不仅如此，德国国家电视一台还专
门到国内一家印刷厂拍摄该书的印制
过程。

当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外
文各版本发行已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从语种来说，英语版本销量最
大；从国别来说，美国销量最高。目前一
些未覆盖地区的出版单位也开始联系出
版工作。肖刚介绍，2014年年底，韩国
一家知名出版社开始和外文出版社洽谈
韩文版的出版事项。外文出版社也在主
动推进其他语种的出版，比如乌尔都语、
部分东盟国家语种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王
思北 胡浩）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
指导意见》。意见明确，对部分专利药
品、独家生产药品；临床必需、用量小、
市场供应短缺的药品；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防治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免费用
药等五类药品实行分类采购。

“分类采购主要针对药品供应采
取招标采购、谈判采购、医院直接采
购、定点生产、特殊药品采购等不同方
式。”国务院医改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举旨在加强对药品采购全过程综合
监管，切实保障药品质量和供应；鼓励
地方结合实际探索创新，进一步提高
医院在药品采购中的参与度。

对临床用量大、采购金额高、多家
企业生产的基本药物和非专利药品，意
见要求由省级药品采购机构采取双信
封制公开招标采购，医院作为采购主
体，按中标价格采购药品。对竞标价格
明显偏低、可能存在质量和供应风险的
药品，必须进行综合评估，避免恶性竞
争。优先采购达到国际水平的仿制药。

对部分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
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价格谈判
机制。谈判结果在国家药品供应保障
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布，医院按谈
判结果采购药品。

对妇儿专科非专利药品、急（抢）
救药品、基础输液、临床用量小的药品
（上述药品的具体范围由各省区市确

定）和常用低价药品，实行集中挂网，
由医院直接采购。

对临床必需、用量小、市场供应短
缺的药品，由国家招标定点生产、议价
采购。

对麻醉药品、精神药品、防治传染
病和寄生虫病的免费用药、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计划生育药品及中药饮片，
按国家现行规定采购，确保公开透明。

医院使用的所有药品（不含中药饮
片）均应通过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
购。鼓励省际跨区域、专科医院等联合
采购。采购周期原则上一年一次。

此外，意见还对改进药款结算方
式、加强药品配送管理、规范采购平台
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我国改革药品集中采购“一刀切”

明确规定药品采购分五类实行

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关
键环节，公立医院的药品采购关系着药
品价格、流通秩序和行业发展。“药改”
可能带来哪些惠民实效？国务院医改
办负责人日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一是降低药品价格，减轻患者负
担。通过不同采购方式，促进市场充
分竞争，将有效降低药品虚高的价
格。通过规范临床用药行为，降低门
诊和住院次均药费，可以减少医保基
金和人民群众药费支出。

二是保证药品质量，强调用药安

全。指导意见明确将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认证标准，相关药品在发达国
家（地区）上市准入情况，适宜的剂型、
规格、包装作为重要评价指标，鼓励优
先采购达到国际水平的仿制药，加强
药品质量追踪和全程质量监管，进一
步降低了药品采购的安全性风险。

三是保障药品供应，满足用药需
求。在保障大多数临床常见疾病用药
需求的同时，强化短缺药品监测和预
警，对常用低价药品、妇儿专科、急
（抢）救药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更

好地满足群众基本用药需求。
四是遏制腐败行为，扭转行业风

气。实施药品集中采购，全面推进信
息公开，对药品招标、采购、配送、使
用、结算等各环节加强综合监督管理，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有利于预防和遏
制药品购销领域腐败行为，抵制商业
贿赂。针对药品质量、价格等方面的
违法违规行为建立严格的惩处机制，
有利于扭转行业风气，更好地维护药
品生产流通市场良好秩序。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药改”带来哪些惠民实效？

羊年春节全民抢红包的热度令人
咋舌。与传统的发红包相比，网络红包
从“配菜”华丽变身“主菜”。但热闹过
后，小小红包背后却有着是否逃税、有
无腐败、沉淀资金利息归属等诸多期待
回答的问题。

去年，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
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
入“反四风”查处范围。这又对网络红
包带来何种影响？

网络红包收钱无上限？

据统计，从除夕到初八，超过800万
用户参与了微信抢红包活动，超过4000
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人抢了4至5个
红包。此外，还有众多电商、金融机构等
加入红包大军。据估算，2015年各大互
联网企业共撒出超过100亿元的红包。

网上发红包，不仅限于春节，也已变
成日常行为。广东肇庆市民李飞杰说，广
东人生孩子、搬家，甚至买辆好车都会发
红包，现在也开始流行用手机来发红包。

网络红包一个人最多能收多少
呢？记者多方求解，各方都含糊说不清
楚。互联网企业几乎没有规定提收红
包上限的问题。支付宝客服告诉记者，
红包的收取次数和金额都没有上限，只
要是发来拆开都是自己的。多位专家
指出，“理论上收红包没有上限。”

是否会助长腐败风险？

收发红包如此自如？小小红包会
不会成为输送利益的工具？

2014年9月，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
部部长黄树贤就曾表示，中纪委已将“利
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
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江西、
沈阳、教育部等陆续下文，称将重点查处
利用“微信红包”行贿受贿的行为。

“网络红包和传统红包并没有本质
区别，这种支付方式也可能会成为利益
寻租平台，点对点红包尽管单次金额有
上限，但不排除把发卡送礼变成网络红
包，取代传统红包。”北京工商大学商业
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说。

专家们指出，发放、接受红包在互
联网技术上虽有迹可查，但发红包的目
的却难以把控。技术本身无法辨别忠
奸善恶，切莫让“有心人”钻了漏洞。

是否涉嫌逃税？

红包抢到手软的同时，一条“微信
红包还要收税”的消息在春节期间不胫
而走。北京市国税局一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规

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
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微信红
包”所得具有较大偶然，我国法律规定
偶然所得税率为20％。

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兴表
示，抢到的红包应属偶然所得，而一对
一红包对受赠者来说也属于偶然所得，
都应纳税。企业向员工发放微信红包
属于奖金性质，对员工来说是薪金所
得，应按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但也有专家表示不同观点。北京
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博士李明分析指
出，红包资金转移应属个人赠与，抢红
包参与人群范围与传统亲属间红包赠
与有差别，法律地位仍需明确。

面对抢红包可能存在的税务问题，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铮指出，要
加强法律研究，税务部门要提出比较具
体的解决办法与措施。

资金利息是谁的？

抢红包，大部分人抢的是“块八
毛”，但积累起来总量很可观。

在朋友圈里，有精明网友给微信算了
一笔账，“若30％的用户没有选择领取现
金，微信2亿用户30％的人发一百元红包
延期一天支付，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所
有账户将产生18亿元的现金沉淀……”

这红包产生的收益和自己有关系
吗？

张兴表示，包好未发以及没发出去
的红包、未提现红包可视为沉淀资金，
应属备付金。根据物权法，除非另有约
定，备付金利息应归钱款所有者。

专家指出，按照央行规定，沉淀资
金产生的收益中的10％要作为风险备
付金，其余的才能被企业拿走。然而，
第三方支付平台至今都没有公布具体
数额，派发“红包”的互联网企业是否执
行这样的规定，还是随意使用备付金利
息，还需要监管部门认真调查，做好监
管工作。

谁来监管？

网络红包涉及税收、金融、行贿受
贿、网络诈骗等多个问题，牵涉面广，隐
患点多，但专家指出，网络红包有人抢，
却无人管。这些互联网金融引发的新问
题，如今既没有明确的法律解释，监管部
门也出现缺位，造成很多现实的困惑。

厦门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薛夷风
认为，网络红包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法
律身份，进而要对运营商、收发人、金额
限制、监管责任等进行详细的界定。政
府主管机关要切实担负起责任，做好监
管工作。（据新华社石家庄3月1日电）

抢收红包，没那么简单
——五问网络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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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3月1日电（记者王立彬 孙彬）3
月1日，我国《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开始施行。国
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当天上午在江苏省徐州市为
申请领证的市民颁发了全国第一本不动产权证书。

徐州市民邢卫锋领到了全国第一本不动产权
证书后激动地告诉记者，自己非常高兴，001号不
动产权证书对自己居住的这个商品房很有意义。

江苏省副省长徐鸣说，根据国家统一部署，
2014年4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完成了省级职责
整合。同时，13个设区市不动产登记职责也已全
部整合到市级国土资源部门，为深化产权制度改
革奠定了基础。徐州市组建了不动产登记局，设
立了发证窗口，研发了发证系统，市一级和所辖睢
宁县被国土资源部列为全国第一批不动产登记窗
口联系点。

据了解，四川泸州市泸县、重庆长寿区、江西
赣州市崇义县等多个地方也于1日颁发了第一本
不动产权证书。

我国第一本不动产
权证书在徐州颁发

据国家地震台网测定，3月1日18时24分，
在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北纬23.5度，
东经98.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1公里，
与沧源相邻的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震感强烈。截
至1日20时30分，地震造成沧源县、耿马县受
灾，其中耿马县孟定镇贺海村有14人受轻伤，已
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新华社发

国务院近日出台关于完善公立医
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于
降低药价虚高有着积极意义。药价虚
高一直是影响民生的一个大问题，其背
后隐藏的暗箱操作、行贿受贿等违法违
纪问题突出。虽几经整治但收效有限，
公立医院部分药品价格依然虚高不
下。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利
益输送链条，斩断药价虚高的利益链。

除了在招标采购上完善制度外，必
须彻底改变“以药补医”的政策。当前，
医院在经销药品时，允许在进价的基础
上获得约15％加成。这一政策导致医院
倾向购买价格贵的药品，这样医院获得
的收入就更高。而由此也导致药企“投
其所好”，把药品改个名称和包装就当新

药卖，成分和疗效没变，但价格上涨很
多。一些过去耳熟能详、价格便宜、疗效
好的药就这样在市场中消失了。

虚高药价的背后是腐败盛行。药
企为了产品能进入市场，行贿受贿、桌
下交易成了“潜规则”，肥了企业和个别
人的腰包，损害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污染了医疗行业整体的形象。要挤干

“腐败水分”，必须推进医药分开改革和
真正推行医师处方点评制度。让医院、
医生与药品的收入真正脱钩，医院和医
生都不能通过“卖药”挣钱，医院和医生
选择药品时都不唯利而是唯疗效。

要降低虚高药价、挤干“腐败水分”
还要改进和完善药品定价管理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斩断药价虚高的利益链

据新华社香港3月1日电（记者姜婷婷）香港
流感疫情势头不减，2月28日中午至3月1日中午
又有两人死亡。截至目前，冬季流感在港造成306
人死亡，死亡人数已超越2003年“非典”疫情。

资料显示，香港2013／14年度的冬季流感
高峰期内共录得136人死亡，而本次流感已造成
306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上年度两倍，亦超过
2003年导致299人死亡的“非典”疫情。

香港冬季流感死亡人数
超越“非典”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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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沧源发生5.5地震
14人受伤

据新华社深圳3月1日电（记者彭勇 赵瑞
希 毛思倩）1日下午3时32分，一辆奔驰轿车在
深圳宝安机场离港平台失控撞向护栏，截至当晚
23时许，已造成9人死亡、23人受伤。事故发生
后，24岁的肇事司机杨某晰已被警方控制，目前
事故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深圳警方初步调查，当天15时32分，杨某
晰驾驶一辆牌号为粤B－A495Q的奔驰小轿车，
行至机场高架桥离港平台转弯处失控。据当时与
其同车的吴某鸿（杨的男友）反映，杨某晰驾驶车
辆行至该转弯处时，因后方车辆连续鸣笛，造成她
高度紧张，不慎失控撞向右侧护栏，并贴着护栏又
行驶了一段距离，撞上路边人群。

据深圳网信办、深圳急救中心等官方发布，事
故发生后，现场已有5人无生命迹象，深圳120网
络医院共收治27名伤者，其中危重伤9人、重伤1
人、中度伤2人、轻伤15人。9名危重伤者中，又
有4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在位于宝安区的西乡人民医院，来自陕西、过
年来深圳探亲的伤者宁雪风告诉新华社记者，事
故发生时她正和丈夫在机场离港高架护栏边观看
飞机起落。“看了没两分钟就被撞了，那个车是撞
到我前面的人，那个人又撞到我。”

深圳机场方面则表示：“航站楼启用后，机场
每天安排巡逻人员，对在离港高架上看飞机的人
员进行提醒和驱赶，并将对离港高架桥加建围栏
和提醒标识，同时继续加强巡逻和驱赶。”

深圳宝安机场轿车失控
致9死23伤
肇事者已被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