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21日，挂着耳标的
进口屠宰用肉牛在航空运输的
专用箱体内等待被转运到隔离
检疫场。当日，一架满载着150
头屠宰用澳大利亚肉牛的航班
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这是
中澳自贸协定澳牛进口的“第
一单”，也是我国进口屠宰用商
品活畜的破冰之旅。据悉，根
据去年11月完成的中澳自贸协
定实质性谈判，中国将每年从
澳大利亚进口100万头肉牛。
今年8月，双方就澳牛以屠宰用
活牛形式出口中国正式达成协
议。据介绍，引进屠宰用活牛
的尝试将有助于优化我国肉牛
品种结构、缓解国内牛源紧张
的问题。 （新华）

漂洋过海
澳牛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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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石狮市俊城汽车租赁服务

部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4年3月7日核发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50581600464328，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俊城汽车租赁服务部

2015年10月22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俊利服装贸易商

行不慎遗失石狮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2013年10月9日核发的《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350581600433223，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俊利服装贸易商行

2015年10月22日

遗失声明
兹有石狮市茂茂便利店不慎遗

失泉州市石狮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2011年6月30日核发的《食品流
通许可证》正、副本，有效期限：2011
年6月30日至2014年6月29日，负
责 人 ：叶 树 茂 ，许 可 证 编 号 ：
SP3505811150027177，特此声明作废。

石狮市茂茂便利店
2015年10月22日

遗失声明
原洪厝村旧戏台道路及新片

水库顶排水管道改造工程施工公

开招标，投资约71万元。现更正

为投资约36万元。

联系人：小董

联系电话：18759935585

石狮市鸿山镇洪厝村民委员会
2015年10月22日

招标公告更正

《台湾商报》供本报专稿

台湾新闻快报

企业助小区节电
14家企业响应

新北市首度号召标竿企业，
举办企业在地服务邻里节能活
动，期望具有标竿企业或在节电
成效有优良事迹的企业集团，协
助小区邻里提升自主节能管理能
力，以扩大节电效益，目前已获得
14家企业的热烈响应，为小区邻
里提供免费节电服务。

国内视窗为全面从严治党立德立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四大看点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21

日公布重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录》，大幅缩减定价范

围，政府定价项目与现行目录相比约减少80％左右，

新目录将于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记者从发展改革委获悉，新修订的《中央定价目

录》与现行目录相比，定价种类由13种（类）减少为天

然气、水利工程供水、电力、重要邮政业务等7个种

（类），约减少46％；具体定价项目由100项左右减少到

20项，约减少80％。保留的20项中，以发展改革委为

主管理的有13项，以行业主管部门为主管理的有7项。

新版《中央定价目录》公布
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21日通报

了7起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

刑事案件。这是该办自今年5月

开展“扫黄打非�秋风2015”专项
行动以来公布的第三批案件。据

统计，目前，各地已查办“三假”案

件73起，其中全国“扫黄打非”办

公室挂牌督办8起。其中：

江苏徐州马士平等假记者敲

诈勒索案。2014年9月，马士平

等人冒充记者身份，以帮助他人

网上发帖及摆平案件为由，诈骗

某当事人3万余元。经查，马士平

等人还冒充记者，以曝光负面新

闻为由，敲诈山东、江苏等地的政

府部门、国有企业及个人12万余

元。2015年3月，全国“扫黄打

非”办公室对此案进行挂牌督

办。目前，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

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马士平因犯

敲诈勒索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刘延俊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拘

役3个月，并处罚金3千元。

河北邢台李宪峰等假记者敲

诈勒索案。经查，2009年至2014

年间，李宪峰假冒“中国党建信息

网编委会副主任”、“中国民生咨

询网主编”及记者身份，以在网上

曝光上访问题、解决铁矿投资事

宜、办理新闻记者证等名目，诈骗

彭春生、张红等人财产达26万余

元。2015年8月20日，沙河市人

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宪峰有期

徒刑7年，并处罚金15万元，并退

赔被害人财物。

北京李朋阳等人冒充杂志社

人员敲诈勒索案。2013年9月1

日，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在北京

市朝阳区罗马嘉园62号楼破获李

朋阳等4人冒充《北京医学》《中国

临床医学》等杂志社人员诈骗案。

经查，李朋阳等4人自2010年起在

北京市通州区、朝阳区，冒充《北京

医学》《中国临床医学》等杂志社工

作人员，在假冒期刊上刊登投稿人

员的论文，后以向对方索要版面费

的手段骗取全国范围内884名被

害人钱财，前后共骗取人民币190

余万元。2015年6月30日，顺义

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李

朋阳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

利3年，并处罚金1.4万元；高娟有

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

利2年，并处罚金1.2万元；高强有

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

利2年，并处罚金1.1万元；李鹏佳

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

权利2年，并处罚金1.1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

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为全面从严治党树

立了道德高线和纪律底线，备受

各界关注。

彰显一种坚强决心

“一些党员和党组织党的观

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已

成为党的一大忧患。”中央党校党

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指出，与此

同时，现行一些党内监督法规制

度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全面

从严治党的需要，有必要加以修

订和完善。

现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仅对党

员领导干部提出规范，未能涵盖

8700多万党员，适用对象过窄；“8

个禁止”“52个不准”均为负面清

单，缺少正面倡导；一些内容与

“廉洁”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主题

不够突出。

而现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则存在着纪法不分的突

出问题，许多条款与刑法等国家

法律规定重复。“这实际上是降低

了对党员的要求，无法体现党的

先进性，导致了‘要么好同志，要

么阶下囚’的现象。”谢春涛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

治党的态度在此次修订中得到充

分体现。两个法规回答了‘全面，

覆盖到何种程度’‘从严，严格到

什么份上’等问题，彰显了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释

放了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谢

春涛说。

树立一条道德高线

专家普遍认为，这次对准则的

修订“动作很大”，无论法规的名称

还是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形成了党

执政以来第一部坚持正面倡导、面

向全体党员的党内廉洁自律规范，

也向全体党员发出了道德宣示，对

全国人民作出了庄严承诺。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经修订更名

为《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从‘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

部’到‘中国共产党’，从‘廉洁从

政’到‘廉洁自律’，都体现了‘全

面’二字。”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

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新

准则将适用范围扩大到全体党

员；其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自律

规范，不再限于“廉洁从政”，而是

扩展到“廉洁用权”“廉洁修身”

“廉洁齐家”等方面。

准则修订过程中，突出重点、

删繁就简，坚持正面倡导、重在立

德向善，将“8个禁止”“52个不准”

等负面清单内容移入同步修订的

纪律处分条例，使现行的18条、

3600余字的准则，浓缩成8条、309

字的自律标准。

针对全体党员，准则围绕如

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廉

与腐”“俭与奢”“苦与乐”的关系，

提出“四个坚持”；针对党员领导干

部，准则围绕“廉洁”二字，从公仆

本色、行使权力、品行操守、良好家

风等四个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厘清一份负面清单

10月16日，中央在相关案件

通报中使用的一些新提法尤为引

人注目：周本顺“不认真落实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杨栋梁“进

行非组织政治活动”，潘逸阳“不

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余远辉

“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这些“纪言纪语”充分体现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

实践成果，而这些成果又转化为

纪律要求，纳入到了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以问题为导向，新修订的条

例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

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非组织活

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

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

人有关事项，权权交易、利用职权

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和身边

工作人员谋利，侵害群众利益、漠

视群众诉求、强迫命令、办事不

公、侵害群众民主权利，党组织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

工作失职，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

序良俗等违纪条款。

条例的修订，除上述“一增”

外，还有“一减”“一整合”。

“一减”即删除了原条例中70

余条与法律法规重复的规定，代之

以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模范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党组织和党员“违反

国家法律法规”“都必须受到追究”

等专门规定，以实现党纪与国法的

既相互分开又有效衔接。

谢春涛认为，纪在法前、纪严

于法将使党员在突破法律“底线”

前先触碰到党纪“底线”，跌倒后

就不会摔大跟头，本质上体现了

对广大党员的爱护。

“一整合”即将现行条例规定

的10类违纪行为整合修订为6

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

“现行规定界限模糊，中间难

免留下缝隙，弹性较大。这次把

纪律具体化、细分化，相当于‘勾

缝’，覆盖面更大，覆盖得更严实，

让党员有了更明确的遵循。”中央

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戴焰军认

为，这些变化无不体现了一个

“严”字。

传递一个明确信号

立德向善，立规惩恶，准则和

条例的出台，进一步扎紧了管党

治党的“笼子”，下一步关键是要

落到实处。

“两项法规的修订，坚持以党

章为遵循，是党章关于廉洁自律

与纪律要求的具体化。”谢春涛认

为，应以学习贯彻落实两项法规

为契机，唤醒广大党员的党章党

规党纪意识，树立起党章的权威，

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指

出，准则和条例作为党内法规，都

是“带电的高压线”，绝不能成为

“橡皮泥”“稻草人”，执行起来不

能搞特殊、不能有例外，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敢

于担当、敢于较真、敢于斗争。

条例规定，各省、区、市党委

可根据本条例，结合各自工作的

实际情况，制定单项实施规定。

专家们建议，应加快配套制度建

设，着手修订完善其他党内法规，

探索建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有效机制。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21日

发布消息称，近日在伦敦成功发行了总额50亿元、期

限1年的人民币票据，票面利率3.1％。这是中国首次

在海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央行票据，不仅填补了离

岸市场短期高信用等级债券的空白，还将为促进人民

币国际化发挥重要作用。

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研究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

长王军介绍，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总体规模还是偏

小。央行海外发行人民币票据后，将为各国央行提供

了比较好的投资渠道，从而成为这些国家的外汇储

备，以真正确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目前人民币离岸市场在亚太地区布局已然完成，

香港、新加坡分别成为第一、第二大人民币离岸中心，

但在欧洲的布局还方兴未艾。

央行首次在海外发行
人民币票据

▲布达拉宫迎来“换装季”10月21日，工作
人员用传统粉刷颜料粉刷布达拉宫。近日，西藏拉萨
布达拉宫迎来一年一度的“换装季”。数十名工人对
宫墙、白塔、窗框进行整体粉刷。 （新华）

水湳和乌日
打造台中双会展中心

台中市分别在乌日及水湳规
划会展中心，乌日将以产业展览
为主，搭配民间投资，成为全台会
议展览中心；水湳则以国际会议
和消费展为主要定位，再加上部
分产业展，现正配合水湳经贸园
区开发推动中。未来双会展中心
将发展为台中产业展览中心。

客家文化嘉年华
客家婚礼喜洋洋

“2015台湾国际客家文化嘉
年华”活动高潮迭起，10月19日
代表51对新人参与集团婚礼记者
会的4对新人，分别以凤冠霞披、
别致礼服在舞台上亮相，让记者
会顿时光芒四射，整个过程极富
古典浪漫，也为嘉年华增添喜气。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通报7起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刑事案件

北京4人冒充杂志社员工敲诈884人“版面费”

经军委纪委批准，总后勤部纪委对总后勤部军需

物资油料部原副部长周国泰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

调查，日前已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军事检察

机关立案侦查。

周国泰1949年出生于吉林省镇赉县，1976年毕业

于中山大学化学系。长期从事材料、军用、民用功能服

装和个体防护研究，在防弹装备、特种防护服装和防寒

保暖材料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据中国军网）

总后勤一原副部长周国泰
被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国务院安委办21日

发布了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进展情况的通报。通报

称，截至9月底，全国共组织安全生产检查执法组38.9

万个，打击整治非法违规生产经营建设行为301.4万

起，停产整顿企业18566家，关闭取缔企业5089家，依

法暂扣吊销许可证照16133个，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2752人。

同时，检查企业197.7万家次，排查隐患256.3万

项，整改率为93.5％，其中重大隐患1.39万项，整改率

为81.7％。

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
2752人被移交司法追刑责

据新华社上海10月21日电 告别近期持续反弹，

21日A股深幅调整，沪深股指跌幅分别达3.06％和

5.87％，创业板指数重挫逾6％。两市成交重回万亿

元，总量接近1.2万亿元。

股指大幅回调拖累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仅140余

只交易品种收涨。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30多只个股涨停，跌停个股则高达近900只。

进入10月以来，A股持续震荡反弹。在宏观经济

增速下行的背景下，短期获利盘获利回吐需求旺盛，

对市场形成较大压力，从而引发股指深幅回调。由于

前期表现强势涨速较快，创业板指数调整幅度超过两

市大盘。

A股放量深幅调整
创业板指数重挫逾6%

据新华社济南10月21日电 记者21日15时从山

东平邑“10�21”事故救援处置指挥部获悉，21日8时
12分左右，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起爆具手动

线401工房发生爆炸后有9人失联。目前，这9名失联

人员名单已经确认。

经调查，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58

年，是国家定点从事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的企业。发生

爆炸时，工房内有9名职工，现已全部失联。相邻车间

的2名职工因爆炸冲击波受伤，其中一人轻伤，一人伤

势危重。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山东一化工厂发生爆炸
2人受伤9人失联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

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推动

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决定在全国

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分所

得税试点政策，推进结构调整，助

力创业创新；通过《居住证暂行条

例（草案）》，以法治助推新型城镇

化；部署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试

验区金融改革试点，为服务实体

经济积累经验。

会议确定，从2016年1月1日

起，一是放宽享受加计扣除政策

的研发活动和费用范围。除规定

不宜适用加计扣除的活动和行业

外，企业发生的研发支出均可享

受加计扣除优惠。在原有基础

上，外聘研发人员劳务费、试制产

品检验费、专家咨询费及合作或

委托研发发生的费用等可按规定

纳入加计扣除。二是允许企业追

溯过去3年应扣未扣的研发费用

予以加计扣除。三是简化审核，

对加计扣除实行事后备案管理。

对可加计扣除的研发费用实行归

并核算。

会议认为，落实户籍制度改

革，用法治方式完善居住证管理，

保障持证人合法权益，是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农

业现代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重要举措，也有利于扩大内需。

会议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草

案）》。草案规定在全国建立居住

证制度，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和便利向常住人口全覆盖，要求

各地积极创造条件，逐步提高居

住证持有人享有的公共服务水

平。草案还明确了居住证持有人

通过积分等方式落户的通道。

会议确定，按照积极稳妥、把

握节奏、宏观审慎原则，在上海自

贸试验区范围内和已有经验基础

上，逐步提高人民币资本项下可

兑换程度，对已经实施的自由贸

易账户拓展功能。研究启动合格

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

拓宽境外人民币投资回流渠道。

支持依法设立境外股权投资基金

等。在总结沪港通经验基础上完

善金融资产交易规则和机制。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居住证暂行条例（草案）》

居住证持有人可积分落户

新闻短波

●环保部、公安部、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近日联合印
发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开展营运
黄标车集中清理工作，督促企业
及时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登记
的营运黄标车，严格查处报废车
上路行驶违法行为。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
遗产48项，总数居全球第二，仅
次于意大利，成为名副其实的世
界遗产大国。

●日前，民政部、全国妇联印
发了《关于做好家庭暴力受害人
庇护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常
住人口及流动人口中的家庭暴力
受害人全部纳入庇护救助范围，
明确了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
依法庇护、专业化帮扶、社会共同
参与等原则。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