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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3月7日电 30多名
中国公民因被怀疑携带毒品5日在莫斯
科机场被俄海关扣留。经中国驻俄罗斯
大使馆核实，被扣人员携带并非毒品，而
是用于制作豆腐的卤水片。目前，俄方
已全部解除对这些中国公民的扣留。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等俄主流媒体
6日发布消息称，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
场海关在对从北京飞抵莫斯科的航班乘
客进行检查时截获230千克甲基苯丙胺
（冰毒），34名涉嫌走私毒品的中国公民
被扣留。俄方已对此事立案调查。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闻讯后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应急小组当晚赴谢列梅捷
沃机场向俄海关等执法部门了解事件详

细情况并看望被扣人员。
经核，被扣中国公民系黑龙江省某

公司员工，乘CA909航班于5日从北京
抵达莫斯科，因携带大量用于制作豆腐
的卤水原料卤水片（含氯化镁、氯化钠），
而在机场被俄海关扣留。俄方对卤水片
成分存疑，正在进行检验鉴定。

新华社记者赶到谢列梅捷沃机场
时，俄方正在陆续解除扣留。中方员工
三三两两走在一起，个别人情绪比较激
动。由于被扣时间超过24小时，多数人
显得很疲惫。他们聚在一起，等待务工
企业安排车辆来机场接走他们。

“啥事搞清了，出来就挺好的。咱们
两个国家的法律不一样，咱们国家允许

的东西，在这儿不允许，”一位张姓员工
对记者说。

被扣人员所属公司在俄施工项目代
表宋先生对记者说，这件事始料不及，员
工携带的只是制作豆腐所需要的原料。

宋先生说，作为中国在境外的施工
企业，他们一直努力遵照所在国的法律
来进行经营活动。但是，这次事件也暴
露出了他们的一些疏漏，没有及时了解
俄罗斯法律相关规定。像卤水片这样
的东西以前是不被检查的，但是俄罗斯
对相关法律条款进行了修改，他们并未
及时掌握。他表示，今后将及时、全面
了解俄罗斯相关法律规定，避免类似事
件发生。

卤水片引发国际误会
在俄遭误扣的30余名中国公民已获释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一名警察6日开枪
打死一名非洲裔美国男子，引发抗议示威。

麦迪逊警察部门主管迈克·科瓦尔说，这名当
班警察当天下午出警处理一起社会治安案件，随后
进入一幢公寓楼，与19岁的死者发生肢体冲突。“初
步现场勘察显示，死者没有使用手枪或类似器械，”
他说。

枪击发生后，几十名示威者前往现场抗议，
在一排警方人员面前呼喊“你能信任谁？肯定不
是警察”等口号。政府将就枪击展开全面调查。

刘红霞（新华社微特稿）

美警再枪杀非裔男子

三
月
七
日
，在
俄
罗
斯
莫
斯
科
谢
列
梅
捷
沃
机

场
，被
俄
海
关
释
放
的
中
国
公
民
走
出
机
场
。

新
华
社
记
者

戴
天
放

摄

新华社莫斯科3月7日电（记者张继业）俄罗
斯联邦安全局7日抓获两名涉嫌杀害俄反对派
领导人、前副总理涅姆佐夫的嫌疑人。

国际文传电讯社7日援引俄联邦安全局局
长博尔特尼科夫的话报道说，联邦安全局当日抓
获两名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犯罪嫌疑人。这两人
分别是安佐尔·库巴舍夫和绍尔·达达耶夫。博
尔特尼科夫表示，目前正在展开后续调查。

报道援引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说，涅姆
佐夫遇害后，办案人员根据现场目击者的描述，
掌握了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并在侦办过程中发现
嫌疑人实施犯罪时所驾驶的车辆。以此为突破
口，发现了嫌疑人的生物学信息，进而将目标锁
定上述2人。

这名消息人士说，下一步将对嫌疑人的通话
记录进行调查，以找出案件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他说，俄安全部门将向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申请
正式逮捕令，进一步调查结果或将于下周公布。

涅姆佐夫2月27日晚在莫斯科市中心遭身
份不明人员枪击身亡。

俄抓获两名涉嫌杀害
涅姆佐夫的嫌疑人

日本政府和执政党正考虑新设一
个情报机构，主管海外情报收集，以配
合首相安倍晋三突破宪法限制、扩大自
卫队活动领域的举措。

路透社6日援引自民党国会议员岩屋
毅的话报道，一旦自民党认定有必要设立
这一情报机构，可能明年启动立法程序。
岩屋毅正领导一个小组研究这一议题。

在此之前，日方打算派人出国考
察，目的地包括英国，可能以英国军情
六处为模板，设立海外情报机构。军情
六处正式名称为英国秘密情报局，是英
国三大情报机构之一。

路透社说，安倍寻求解除日本战后
和平宪法对自卫队海外行动的限制，海
外情报机构一旦设立，将纳入安倍正在
组建的安全构架。安倍政府不顾反对，
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强行推动保密法在

国会获得通过，仿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组建国家安全会议。日本政府及自
民党正推动修改一系列法案，从法律层
面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铺路。按
照日本拓殖大学教授川上高司的说法，

如果日本要变成所谓“正常国家”，情报
机构至关重要。

安全事务分析师说，日本现有情报
系统不同部门间不愿分享信息、各自为
阵，可能阻碍海外情报机构的设立和运

行。大约4400名情报人员分散在多个
情报部门，包括警察厅、法务省下属公
安调查厅、防卫省情报本部、外务省和
内阁情报调查室。

一名安全事务专家说，警察厅在安
倍政府和日本官僚体系中势力非常大，
一旦设立海外情报机构，警察厅可能会
扮演主要角色，而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
不愿看见这种局面。

另外，政界可能担心，组建海外情
报机构将使民众联想起二战时期不受
文官制约的日本军队情报系统。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想设“军情六处”
主管收集海外情报，配合自卫队行动扩展

◀上接A01版
“当时真的惊心动魄，曾经的改革排头兵怎
么了？”对那时的情景，全国人大代表、广东
省潮州市市长卢淳杰记忆犹新。

去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广东代
表团一起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总书
记指出，广东要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充
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努
力实现凤凰涅槃。

有压力就有动力，有奋斗就有成效。
2014年，广东及时出台10个方面稳增长
措施，实施25项促外贸举措，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终推动经济运行逐季
企稳、稳中有进。特别是广东人均GDP顺
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突破1万美元。

“总书记的要求和指示给我们巨大鞭
策和鼓舞。尽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和转型
升级重任，但只要牢牢抓住创新发展，以创
新促改革、用创新调结构，就能把握主动
权，赢得新机遇。”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
长许勤深有感触地说。

许勤介绍，2014年，深圳万元GDP能
耗、水耗均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减排提前
两年完成“十二五”规划任务，PM2.5平均
浓度33.6微克每立方米，创十年来最低。
特别是总书记关心的前海深港合作取得了
突破性进展，前海新增注册的香港企业同
比增长五倍以上。

面对当前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
转型升级的繁重任务，广东团的代表纷纷
表示，对未来发展要看到困难，也要充满信
心。

“80”后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增城市
石滩镇下围村党支部副书记冼润霞表示，
这一轮深化改革是对广东的“大考”。不
过，广东人身上历来有创新的传统，不乏创
新的基因，要用创新思维谋划发展，靠创新
实践促发展，使蕴藏在全社会的创新智慧
充分奔涌。

贵州：创新致富搞革新

2014年3月7日，习总书记参加贵州
团审议，谈起一年前的情景，当时在会上发
言的全国人大代表王菁开心地说：“总书记
最关心的就是民生，夸我们贵州环境好，空
气好。”

“总书记对我的鼓励和对我们少数民
族的关心令我感动，工作起来更有动力。”
过去一年，王菁变得更忙了，带着大家创
业，手把手指导群众通过手艺摆脱贫困，成
为黔西南州响当当的“创业标杆”。

“总书记去年曾问过我，他以前曾去过
的 2个村子现在如何？”王菁告诉记者，
2014年这2个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旅
游胜地，驻村干部带领大家修好“致富路”，
居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

作为贵阳乌当区新堡乡王岗村的党支
部书记，全国人大代表花全曾经历过贫困
生活的艰难。以往，村民从事传统种植业，
人均年收入在2000元左右，孩子能出去的
都不愿留下。近年来，村干部发动村民转
变思维，发展生态旅游，几年下来，村里很
多居民开上了私家车。

“总书记来贵州团的时候，我坐得比较
靠后。”花全翻出一个厚厚的笔记本给记者
看，里面工整地记录着总书记当时的讲话。

他回忆道，总书记当时强调，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我每天工作都要带上这本笔记，经常
看，总书记的话我要时时牢记。”他自豪地
告诉记者，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和鼓励，

2014年他在村里办了几件“大事”：在以往
单一做布依族“疱汤”杀猪饭“农家乐”的基
础上，将布依族文化展示、表演融入其中，
在增加收入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得到推广
和保护；帮助农户种植无公害草莓，与乡村
旅游相互促进。一年下来，王岗村的年人
均收入从7000多元上升到10800元。“村
民心里都乐开了花。在我们贵州，比我们
村做得好的还有不少。”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铜仁市市长夏
庆丰说，他对习总书记当时讲的“看真贫、
扶真贫、真扶贫”印象最深。去年，贵州全
面落实体制机制改革的各项措施，扎实推
进扶贫开发各项重点工作，全年减贫122
万人。

总书记去年对贵州着重强调，不要让
任何一个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贵州团的人
大代表自信地告诉记者，在贵州许多地方，
最好的楼一定是学校。

安徽：“三严三实”激发干部
新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参加安徽代表团
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并深入阐
述了“三严三实”，为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和干部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一年来，安
徽省以“三严三实”为准则，把这一要求贯
穿到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设各项事业的
全过程、各方面，激发了干部的新状态，开
创了安徽发展的新局面。

“总书记当时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
讲话，给我的感觉是既高屋建瓴，又语重心
长，既朴实无华，又寓意深刻，既有严格要

求，又有关心爱护，既让我终身难忘，更让
我终身受益。”全国人大代表、安庆市委书
记虞爱华说，回去以后，安庆结合开展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迅速组织全市党员干部
学习贯彻“三严三实”要求，从“严”上要求，
向“实”处着力，结合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生
活实际，列出了八个方面的“负面清单”，加
强八项规定执行情况督促检查，有力地促进
了干部作风转变。干部们迎难而上、敢于担
当、主动作为，成了工作的新常态。

安庆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带来的变化
是安徽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安徽坚持
以“三严三实”要求加强干部作风建设，联
系实际着力解决吃喝风、红包风、赌博风、
走读风“小四风”问题，党风政风持续好转，
专注干事创业在党员干部中蔚然成风。

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执行部门之一，
安徽省财政厅去年率先推行预算省市县三
级公开。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财政厅厅
长罗建国说，总书记的“三严三实”讲话既
是做人做事的基本要求，更是党员领导干
部修身立业的新标杆。

去年，安徽省以农村土地确权登记改
革为突破口，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医
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多
领域重点改革。特别是大刀阔斧简政放
权，在全国率先建立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
涉企收费清单制度，规范权力边界和运行
流程，最大限度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在“三严三实”精神的激励下，一年来，
安徽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上取得
新成绩。强化自主创新和民营经济两大战
略支撑，加快转方式调结构，经济正朝着有
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方向迈进。同时，

出台新一轮扶持皖北地区发展政策，推动各
区域竞相发展、协调发展。坚守民生底线，
精心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加大
对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力度，
全年民生投入占全部财政支出的82％，改革
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

解放军：奋力书写强军梦崭
新篇章

恰如春风拂心田，深情厚爱励三军。
2014年3月11日，习主席在解放军代表团
围绕实现强军目标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勇敢承担起我们这
一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必须抓住战略
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必须同心协力
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

习近平主席的深切关怀、殷切期盼，给
全军官兵以巨大鼓舞，激发起三军将士坚
决听党指挥、矢志强军报国的强大动力。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全
国人大代表、海军装备部政委厉延明说，

“寻根古田，我们从哪里来，更加清晰；我们
向哪里去，更加明确。”

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吹响了政治工
作革弊鼎新的号角。各级深入学习贯彻会
议精神，举办全军高级干部研讨班，把会议
精神纳入各级党委中心组学习、干部轮训
培训、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会议精神入
脑入心，使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在
接力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

2014年，全军和武警部队举行了200
余场师旅以上规模的实兵演习，参加了31
场双边、多边演训活动，参演兵力、时空跨

度、组织难度、激烈程度为近年来少有。
“训练更实，拳头更硬！”这是许多军队

代表的共同感受：一条条直指训风积弊的
铁规矩立了起来，一道道衡量“实战指数”
的硬杠杠细化下去，心思精力向打仗聚焦
了，各项战备训练不断取得新成果。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率先垂范、整肃军
纪，刹住了军内歪风。”这是全国人大代表、
济南军区某部教导员宋善玉眼中最大的变
化。去年以来，各级大力整治发生在官兵
身边的不正之风。“如今，战士转士官、立
功、考学，想靠‘小聪明’、搞歪门邪道肯定
是行不通了。”

作风就是形象，作风显示力量。过
去一年，从军委总部到基层部队，正风反
腐带来新气象——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磨砺了党性，净化了灵
魂，纯洁了队伍；着力纠治“四风”问题，

“清房、清车、清人”见底见效；强力肃贪
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彻底肃清徐
才厚案件影响……

军队建设出路在改革，动力也在改
革。去年两会刚结束，习主席便主持召开
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第
一次全体会议，强调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
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
推进改革。

一年来，全军各级着眼实现强军目标，
着眼破解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
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积极稳妥推
进各项改革。

从军事训练模式的创新到装备采购制
度的调整，从解放军审计署划归中央军委
建制到军队巡视制度逐步完善……焕发出
无穷活力的人民军队，正奋力书写强军梦
的崭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 李斌 李宣良 仇逸 姜
琳 高亢 李放 杨玉华 徐庆松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不负殷切希望 共绘精彩答卷

◀上接A01版
也要保证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坚定信心
的同时，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为了早日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和低收入群体等问
题亟待解决。他建议，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

会活力，加大开放力度，重视网络经济。
林方略委员认为，政府工作报告亮点纷

呈，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谈改革，从简政放权到
投融资体制改革等，都讲得深入、具体、全面，
充分体现了当前“四个全面”的核心内容。对

于报告中提出要培育消费增长点、打造海洋
强国等，他建议，打造高精尖的产业链，进行
高效的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等。

王应际委员建议，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的
扶贫开发力度，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优先发

展教育、科技事业，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
传承、发展和创新。他表示，现行免税业务还
不能很好适应国内外游客的消费需求，海南
离岛免税政策仍有拓展空间，建议进一步完
善政策，增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吸引力。

谈改革 议常态 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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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13976322100
文昌 13307616119 琼海 18976113800
万宁 13976065704 定安 13907501800
屯昌、琼中 13907518031

东部 南部区域 13976599920
三亚 13976599920
乐东 13807540298
陵水 13976578108

西部 区域 13876071190
儋州 18876859611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保亭 13876620309
澄迈 13005018185
临高 18608965613

广告热线电话：66810111 三亚：18976292307
国贸站 68553522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白龙站 65379383
琼山站 65881361

新华站 66110882
白坡站 65395503

秀英站 68621176
海甸站 66267972

旺铺招租
临海府路汽车东站旁2900平方一
二层铺面招租。章13307586299。

注销公告
海口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我司办理相关事宜。

▲黄哲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10219890305211X，特此
声明。
▲陈放遗失房产证，证件编号：海
房字HK316168号，声明作废。

海南广铝幕墙公司诚聘
企业管理专员，全日制工业企业管

理专业本科以上文凭，对口专业三

年以上工作经验，硕士或大型国企

工作经历优先。工作职责：企业日

常及计划管理工作，企业管理规范

化工作。电话：66805089简历可

投至QQ邮箱：281653604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首家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历经 20 年诚信创业，已

在海口三亚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设

有 20 家分公司，现为开发商办理

土地、房产项目大额贷款。并办理

个人房产汽车证券黄金等小额贷

款。海口：国贸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司：三亚解放路第三市场旁

电话：88558868 13518885998

银达贷款
省金融办批准的正规贷款公司

专业办理贷款 利息低 可当日放款
国贸玉沙路66775888 13907566137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贷款 三百万起
贷 地域不限 企业 个人均可、手
续简单、放款快。代打全国各类
保证金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成都锦江区新光华街7号

▲苏锦强遗失身份证，证号：
450923198506265377，特此声明。
▲邓慧敏遗失海南省从业人员失
业保险手册，编号：3379，特此
声明。
▲江苏省第一建筑安装股份有限
公司海南分公司遗失房屋租赁证，
编号：0926，声明作废。
▲母亲张小燕于2008年12月23
日在海口市龙华路海南省人民医
院出生一名男婴，其出生证不慎遗
失，出生证编号：I460015597，声
明作废。
▲母亲张小燕于2011年2月1日
在海口市龙华路海南省人民医院
出生一名女婴，其出生证不慎遗
失，出生证编号：K460034579，声
明作废。
▲ 陈 明 遗 失 驾 驶 证 ，证 号 ：
440881199004151610，特此声明。
▲许漾遗失会计从业证，证号：
46000000075930，特此声明。

▲海口民间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业 务 签 单 ，编 号 ：0129269-
0129272，声明作废。
▲王小妹遗失身份证，证号：
460004199305063822，声明作废。
▲杜桂芳遗失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 正 本 ， 编 号 ：
460107600165546，声明作废。
▲ 王 妚 精（ 身 份 证 号 码 ：
460103199104172722）于 2010
年8月19日在龙桥医院出生女婴
一 名 ，其 出 生 证 遗 失 ，编 号 ：
K460015438，声明作废。
▲杜经民遗失驾驶员资格证，证
号：4601000030012047040，证
件流水号：460000168049，特此
声明。
▲海南省吸烟与健康协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正副本，证
号：第263-A号，声明作废。
▲海南嘻游旅行社有限公司遗失
签单，编号：C30037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口苏宁云商售后服务有限公司
拟向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
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新厂房出租或项目合作
海口药谷2700平米3层厂房整栋
出租或项目合作。13907557915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通告
海土资琼山字〔2015〕39号

谢时光、谢时峰、谢时崎持海口市国用（94）字第13054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向我局申请办理土地继承业务。经查，该地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国兴街道攀丹社区下洋新村85号，原土地使用权人为谢德初
（已故），批准使用面积158.40平方米。根据海南省海口市椰海公证
处（2014）市椰海证内字第3935号《公证书》，现该宗土地使用权人为

谢时光、谢时峰、谢时崎，属国有划拨地，土地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
如对通告的内容有异议，请自通告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局
琼山分局申诉，逾期不申诉则视为无异议，我局将按有关法律规定办
理土地继承手续。

特此通告。
（联系人：方海雄，电话：13215825552）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5年3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