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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1.22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记者
胡浩）记者 1 日晚从文化和旅游部了
解到，综合各地旅游部门、通讯运营
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报和提供的数
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测算，10 月 1 日全国接待
国 内 游 客 1.22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证监会就关于修改发审委
办法的决定公开征求意见

将发审委人数
由66人改为35人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0 月 1 日 电 近
日，证监会就《关于修改〈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办法〉
的决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
善后将尽快发布实施。
据证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
修改主要包括调整发审委人员结构，
提高发审委结构的科学性。将发审委
人数由 66 人改为 35 人，证监会可根
据工作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同时取消
部分委员可以为专职的规定。
此外，本次修改还包括增强审核
程序的一致性和透明度。

7.54% ；实 现 国 内 旅 游 收 入 1030 亿
元，同比增长 7.19%。
“爱国”是十一假期的主题。10
月 1 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
升国旗仪式，吸引了 14.5 万名游客。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推出“我为祖国送
祝福”
“我为祖国唱赞歌”
“我为祖国献

首诗”系列活动，广大游客用歌声、朗
诵等形式，
表达对祖国的热爱，
传递对
祖国的祝福。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
园举办“红旗飘扬贺兰山”主题日活
动，邀请 95 岁抗日战争老战士登上贺
兰山，
向游客讲述英雄事迹。
假日期间，博物馆、科技馆、艺术

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资源，以及电影
院、戏剧场、商业综合体等也备受青
睐，
“ 文化+旅游”产品为旅游市场发
展注入新动力。
多地景区降价，也成为今年十一
假期的一大亮点。为进一步贯彻落实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降价有关要求，
截至 9 月 28 日，
已出台实施或发文向社会公布了 981
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或降价措施（免
费开放 74 个，
降价 907 个），
其中 5A 级
景区 159 个，4A 级景区 534 个。降价
的 907 个景区中，
降幅超过 20%的 491
个，
降幅超过 30%的 214 个。

四部门10月1日起实行电商出口免税新规

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迎来又一波税负利好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刘红
霞 马睿）电子商务零售出口企业 10
月 1 日迎来又一波税负利好，涉及增
值税、消费税免税等方面。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
海关总署日前联合发文明确，对跨境
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电商出口企业
出口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货物，同

时符合下列条件的，试行增值税、消
费税免税政策。
第一，电子商务出口企业在综试
区注册，并在注册地跨境电子商务线
上综合服务平台登记出口日期、货物
名称、计量单位、数量、单价、金额。
第二，出口货物通过综试区所在
地海关办理电子商务出口申报手续。

第三，出口货物不属于财政部和
税务总局根据国务院决定明确取消
出口退（免）税的货物。
通知明确，海关总署定期将电子
商务出口商品申报清单电子信息传
输给国家税务总局。各综试区税务
机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清分的出口
商品申报清单电子信息加强出口货

物免税管理。
通知指出，具体免税管理办法由
省级税务部门商财政、商务部门制
定。各综试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和商务主管部门应统筹推进部门之
间的沟通协作和相关政策落实，加快
建立电子商务出口统计监测体系，促
进跨境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

文件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建
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提升内部审计工
作质量，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中华人民共
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以及国家其他有
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依法属于
审计监督对象的国家机关、金融机构、企
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单位应
当依照本规定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等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
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计机关应当配
备内部审计工作力量，
指导和监督本行政
区域内的内部审计工作，
履行下列职责：
（一）督促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内部
审计制度，按照规定设立内部审计机构，
配备内部审计人员；
（二）指导、监督内部审计机构开展
审计工作；
（三）指导、监督内部审计自律组织
开展工作；
（四）培训内部审计人员；
（五）检查、评价内部审计工作质量；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
职责。
审计机关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时，应当检查和评价其单位开展内部
审计工作情况。
第四条 实行内部审计制度的单位组
织开展内部审计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落实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
审计机关的工作要求；
（二）支持内部审计机构依法独立开
展内部审计，保障内部审计工作所需经
费和条件；
（三）支持内部审计人员履行职责，
提供内部审计人员培训教育条件；
（四）运用内部审计成果，促进审计
整改，
提高资金和资产的使用效益；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内容。
第五条 下列单位应当设立独立的
内部审计机构，配备与内部审计工作要
求相适应的专职内部审计人员：
（一）管理和使用政府性资金、社会
■■■■■

10 月 1 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
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大屏幕显示美国科
学家詹姆斯·艾利森（左）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
的照片。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 月 1 日电 （记者张家
伟 付一鸣）瑞典卡罗琳医学院 10 月 1 日宣布，
将 201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
家詹姆斯·艾利森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以表彰他
们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
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死于癌症，
这是人类最大的健康挑战之一。今年的获奖者
“创
立了癌症疗法的一个全新理念”
“
，通过激发我们免
疫系统内在的能力来攻击肿瘤细胞”
，
他们的发现是
“我们在与癌症战斗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

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
美墨加达成一致

AG600完成首次水上高速滑行试验

“海翼1000”完成
南海联合试验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 日电 （记
者董瑞丰）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研制的两台“海翼 1000”声学
水下滑翔机近日完成了为期一个多月
的南海联合观测与通信试验。
水下滑翔机是一种新型的水下机
器人，利用净浮力和姿态角调整获得
推进力，具有能耗小、续航长的特点。
此次联合海上试验的成功实施不
仅拓展了
“海翼”
水下滑翔机的探测功
能，
还成功验证了一种移动—固定联合
观测作业新模式，
为解决潜标观测数据
实时化问题提供一种全新解决途径。

美日科学家分享2018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是 10 月 1 日拍摄的 AG600 首次水上高速滑行试验现场。
国庆节当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在湖北荆门漳河机场完成了首次水上高速滑行试验，飞机操控稳定，各系统工作
正常，意味着这一国产水陆两栖大飞机距离水上正式首飞又近了一步。接下来，AG600 飞机还将继续开展高速滑行试验及其他相关试验试飞任务。
新华社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30 日电 （记者杨承霖
高攀）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 30 日晚就更新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新的贸易协定被命名为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
此前，美国与墨西哥已于 8 月 27 日率先就更
新北美自贸协定达成初步原则性协议，但美国和
加拿大在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农产品市场准入等
领域仍存较大分歧。经过一个月的密集谈判后，
美国和加拿大也于 9 月 30 日晚就更新北美自贸
协定达成一致。
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与加拿大外
交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当晚在一份联合声明
中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达成一项“21 世纪
新的现代化贸易协定：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
定”，这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重要
竞选承诺。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曾多次威胁终止
1994 年生效的北美自贸协定，批评该协定造成美
国制造业岗位流失。更新北美自贸协定首轮谈判
于 2017 年 8 月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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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公共资金数额较大，或者所属单位较多
的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
（二）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和省
属国有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
大中型企业；
（三）地方银行、保险、证券等国有金
融机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
单位。
前款第一项中管理和使用政府性资
金、社会公共资金数额较大，或者所属单
位较多的行政单位的范围，由省人民政
府确定。
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设立内
部审计机构，加强对扶贫、救灾、救助等
资金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六条 本规定第五条规定范围以
外的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立独立的内
部审计机构，或者确定除财务机构以外
的内设机构承担内部审计职责并配备专
职或者兼职的内部审计人员。
第七条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
体等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履行内部
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
应当在国家规定的
组织、
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直接领导下开
展内部审计工作，
向其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履行内
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应当在国家规定
的组织、单位权力机构（或者主要负责
人）直接领导下开展内部审计工作，向其
负责并报告工作。设立独立内部审计机
构的国有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
总审计师制度。总审计师协助国家规定
的组织、单位权力机构（或者主要负责
人）管理内部审计工作。
前款所称权力机构，是指法人组织
依法行使决策权的机构。
内部审计机构履行职责所需经费应
当列入本单位预算，予以保障。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与
其从事的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
业务能力，接受内部审计职业培训，所在
单位应当予以支持和保障。
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办理审计事
项，应当遵守内部审计准则和规范，恪守
职业道德，保守工作秘密，做到独立、客
观、公正；与被审计对象或者审计事项有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第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履行内
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80号
《海南省内部审计工作规定》已经 2018 年 9 月 3 日七届海南省人民政府
第 1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省 长 沈晓明
2018 年 9 月 26 日
关规定和本单位的要求，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贯彻落实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情况进行审计；
（二）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发展规
划、战略决策、重大措施以及年度业务计
划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三）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财政收
支、
财务收支及其有关经济活动进行审计；
（四）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建设项
目、技术改造项目、政府采购以及重大投
资活动进行审计；
（五）对本单位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
负责人履行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
（六）对本单位及所属单位的内部控
制制度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以及风险管理
进行审计；
（七）办理审计机关委托的审计事项；
（八）办理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单位要
求的其他事项。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或者履行
内部审计职责的内设机构履行审计职责
时具有下列权限：
（一）要求被审计对象及时提供真
实、完整的与审计事项相关的资料；
（二）检查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信息管
理系统及电子数据，
现场勘查实物；
（三）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
询问审计事项中的有关问题，并取得相
关证明材料；
（四）对被审计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
予以制止，提出纠正、处理意见以及改善
管理的建议；
（五）按规定参加或者列席本单位及
所属单位重大投资、资产处置、财政收
支、财务收支以及其他重大决策的会议；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
权限。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编制
年度审计计划，报单位权力机构或者主
要负责人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机构根据年度

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项目组成审计组，
审计组成员不得少于二人。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实施审计三日
前，
向被审计对象送达审计通知书；
遇有特
殊情况，
经单位权力机构或者主要负责人
批准，
可以直接持审计通知书实施审计。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人员通过审核、
观察、监盘、访谈、调查、函证、计算和分
析程序等方法，获取证据材料，并形成审
计工作底稿。
审计组向内部审计机构提出内部审
计报告前，应当书面征求被审计对象意
见。被审计对象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提
出书面意见，
逾期视为无异议。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对审
计组的内部审计报告和被审计对象的书
面意见进行复核，提请单位权力机构或
者主要负责人批准后，提出本单位的审
计报告。
审计报告应当对审计事项、审计结
果作出评价，提出纠正和处理违法违规
行为的意见以及改进的建议和措施。
第十六条 经审计发现被审计对象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提出
纠正或者处理意见，
提请单位权力机构或
者主要负责人批准后作出审计决定：
（一）应缴未缴、少缴税款；
（二）违反票据和现金管理规定，私
存私放公款；
（三）挤占、挪用专项资金；
（四）虚增、隐瞒、截留收入和利润；
（五）虚报产量、产值和原材料消耗；
（六）未依法设置会计账簿，未依法
进行会计核算，
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七）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存在严重
薄弱环节；
（八）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十七条 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审计发
现问题整改机制，
明确被审计单位主要负
责人为整改第一责任人。对审计发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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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提出的建议，
被审计单位应当及时整
改，
并将整改结果书面告知内部审计机构。
必要时，内部审计机构可以开展后
续审计，检查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审
计决定的执行情况，并向单位权力机构
或者主要负责人提交后续审计报告。
被审计对象对内部审计机构的审计
报告和审计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单位
权力机构或者主要负责人提出申诉。
第十八条 单位权力机构或者主要
负责人可以在管理权限范围内，授予内
部审计机构行使通报、责令改正违法违
规行为以及依法收缴违法违规资金等必
要的处理权。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
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被审计对象和有
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依法
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打击报复。
第二十条 单位在考核、
奖惩、
任免本
单位内设机构及所属单位负责人时，
应当
将有关内部审计结果作为重要依据。
内部审计报告可以作为审计机关、
有关部门或者社会审计机构进行相关工
作的参考依据。
审计机关审计时利用内部审计成果
的，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注明。
第二十一条 对已办结的内部审计
事项，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内部
审计档案。
第二十二条 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
的单位，
应当按照要求向审计机关报告内
部审计制度建立和内部审计工作开展等
情况；
其主要负责人的年度履职报告中应
当包含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的内容。
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审
计机关在进行审计时，可以组织其内部
审计人员参与国家审计工作。
第二十三条 依法开展内部审计工
作的单位可以参加内部审计自律组织。
内部审计自律组织依照章程为内部
审计工作提供服务，依法履行行业自律
管理职能。
审计机关可以通过内部审计自律组
织，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
监督。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未建立内
部审计制度、
未开展内部审计工作的，
由审
计机关责令改正；
情节严重，
审计机关认为

应当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予以处理的，
应当向有权机关提出予
以处理的建议。有权机关应当依法及时
处理，
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审计机关。
第二十五条 被审计对象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国家规定的组织、单位权力
机构（或者主要负责人）责令改正，并依
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绝接受或者不配合内部审计
工作的；
（二）拒绝、拖延提供与内部审计事
项有关的资料，或者提供资料不真实、不
完整的；
（三）拒绝执行审计报告和审计决
定的；
（四）打击、报复、诽谤、陷害内部审
计人员或者有关举报人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
形。
第二十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权机
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隐瞒审计查出的问题或者提供
虚假审计结论的；
（二）泄露国家秘密或者被审计单位
商业秘密的；
（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
审计人员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或者权力
机构的有关责任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由
有权机关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打击、报复、陷害内部审计人员
的；
（二）授意、指使、强令内部审计机构
或者内部审计人员出具违反法律、法规
规定的审计结论的；
（三）对查出的重大问题不作处理的；
（四）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
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的具体应用问
题由海南省审计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