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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自即日起，受理新闻
敲诈和假新闻的案件线索举报。我们
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
一查到底，定期通报受理查处情况。

举报电话：12318（省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66810531（省记协），举报邮
箱：hnxwjb@163.com。

省委宣传部 省文体厅省记协
2014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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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海南特区报社旗下媒体，包括

《海南特区报》、《海南特区报》数字报、
海南特区报官方微博群、海南特区报
官方微信群形成的“一报”、“一网”、

“两微”产品矩阵。
任何媒体机构及营利性组织，

凡在网站、移动客户端、手机报、官
方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使用海南特
区报社拥有版权的作品及新闻信
息，须事先取得本报社的书面授权
后方可使用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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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中奖情况：“排列 3直选”中 3注，

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3组选3”中2注，
单注奖金346元；“排列5直选”中0注。全
国中奖情况：“排列3直选”中4246注，单注
奖金1040元；“排列3组选3”中4578注，单
注奖金346元；“排列5直选”中29注，单注
奖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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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开：2659.74低：2647.17
高：2672.07收：2656.11
成交额：934亿元
涨跌幅：-0.33%

深
成
指

-56.94

涨跌：
-8.69

开：8162.17低：8095.01
高：8196.86 收：8111.16
成交额：1243亿元
涨跌幅：-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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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07期大乐透

0807 09 10 22 03 04
全国中奖情况：一等奖中 5注，单注奖

金 8520138 元；二等奖中 84 注，单注奖金
102992元。我省中奖情况：一等奖中0注；
二等奖中 1注，单注奖金 102992元。下期
奖池基金：64.6亿元。

海口 雷阵雨转多云
25℃-31℃ 东风3-4级

三亚 阵雨转多云
26℃-33℃ 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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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整治违法用地不力市县
或将暂停新增建设用地指标

文件就实施整治违法用地与土地供给增
减挂钩机制作出规定，明确将存量违法用地
和新增违法用地及其整治成效与土地供给进
行挂钩，根据违法用地情形、违法用地整治成
效，增加、扣减相应土地指标或者暂停土地审
批、供应的行为。

根据规定，对违法用地查处整治不力的
市县，经海南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实后，按
不同情形扣减、直至暂停安排市县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整改成效突出的，按不同情形
奖励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规定提出，海南将实行整治违法用地与
补充耕地指标增减挂钩。对违法用地查处整

治不力的市县，暂停受理该市县补充耕地指
标公开交易申请；查处整治成效突出的，给予
13至20公顷的补充耕地（旱地）指标奖励。

此外，海南还将实行整治违法用地与土
地供应挂钩。在2021年前，违法用地面积较
上一年度增长超过10%的，暂停该市县进入
海南省土地统一交易市场进行经营性用地供
应；2021年后未实现违法用地“零增长”的，
暂停该市县进入海南省土地统一交易市场进
行经营性用地供应。

据了解，海南还将把违法用地整治情况
纳入市县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和市县党政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范围。

新华社电 海南省近日下发文
件，将整治违法用地与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指标增减、补充耕地指标增
减、土地供应挂钩，其中规定对违
法用地查处整治不力的市县，最严
将暂停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近日，国家卫健委官网公布了职能配置、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根据规定，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设21个内设机构。

值得关注的是，原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
务管理司三个与计划生育相关的内设机构均
撤销，转而变成新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其职能是：承担人口监测预警工作并提出人
口与家庭发展相关政策建议，完善生育政策
并组织实施，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扶助政策。

另外，新设老龄健康司、职业健康司。
老龄健康司的职能是：组织拟定并协调

落实应对老龄化的政策措施。组织拟定医养
结合的政策、标准和规范，建立和完善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承担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
体工作。

职业健康司的职能是：拟定职业卫生、
放射卫生相关政策、标准并组织实施，开展
重点职业病监测、专项调查、职业健康风险
评估和职业人群健康管理工作。协调开展
职业病防治。 杨万

中国向世贸组织

申请授权
对美实施贸易报复

据新华社电 世界贸易组织11日向
成员提供的文件显示，由于美方没有采
取实质行动纠正其对华产品实施的多项
违规反倾销措施，中方已向世贸组织申
请授权对美实施每年约70亿美元的贸
易报复。

2016年10月，世贸组织发布专家组
报告，裁定美国对中国机电、轻工等多个
行业出口产品实施的13项反倾销措施
违反世贸规则。2017年5月发布的上诉
机构报告也支持了专家组的裁决。世贸
组织仲裁员随后裁定美方应于今年8月
22日前完成裁决执行工作。

11日的文件显示，中方认为美方并
未在规定时间内执行上述案件的裁决。
因此，依据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相
关规定，中方向世贸组织提出贸易报复
授权申请，提出对美方实施每年约70.43
亿美元的贸易报复。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在中方提出贸
易报复授权请求后，如果美方未就报复
程度提出反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
则应在合理期限结束后30天内（即9月
21日前），给予中方报复授权。

发改委：降低重点国
有景区门票价格

绝不能明降暗升
为确保今年“十一”黄金周前降低重

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各地全力
推动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
其中，明确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价格承担主体责任，要最大限度
挖掘降价潜力空间，绝不能搞避重就
轻、明降暗升，要尽快履行降价审批程
序，尽早向社会公布实施，要纠正景区
高定价大折扣、捆绑销售、不执行明码
标价规定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黄金周
游客接待工作，提升景区服务质量，让
游客舒心放心。 央视

国家卫健委公布“三定”方案

与计生相关三司被撤销

□记者刘泽飞

本报讯 9月12日上午，由中宣部、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共青团中央、海南省委共同主
办的“时代楷模”海军海口舰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省人大会堂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刘赐贵会前会见了报告团一行。

刘赐贵代表省四套班子和全省人民，向海
口舰先进事迹报告团并通过他们向海口舰全
体官兵为祖国、为军队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
谢和崇高敬意。刘赐贵说，在全省上下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时期，海口舰先进事迹
报告团来到海南，是对全省广大干群的激励，
也将有力助推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刘赐贵对报告团每一位成员身上的故事
如数家珍，表示海口舰这艘“英雄舰”上有很多
值得学习的地方：一是忠诚品格。海口舰的感
人事迹充分展现了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听党指挥的忠诚品格。二是聚力强
军。海口舰每一次的成功都凝聚着大家的智
慧和力量，这也是苦练精兵的成果。全省广大
党员干部要团结拼搏，勤学苦练，不断提升“八

种本领”，在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征程中
锻造一支作风过硬、能打胜仗的队伍。三是勇
创第一。海口舰在一次次与深蓝大洋的搏击
中充分体现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海南作为经济特区、改革开
放的试验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从报告中深刻理解和感悟海口舰
先进事迹的精神内涵，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中奋发作为、创出佳绩。

海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副局长钟魁润转
达了海军主要领导对海南省长期以来给予海
军支持的感谢，介绍了海口舰前期宣传情况，
表示将按照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和海
军首长的要求，进一步把海口舰事迹宣传好，
在海军部队学习贯彻好。

报告会以“忠诚捍卫万里海疆的深蓝利
剑”为主题，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政委胡姣明、海
口舰舰长樊继功、情电部门实习副教导员王柯
鳗、机电部门柴油机班长王东、海口市民政局
干部任菲5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
闻，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讲述了海口舰
组建10多年来，全舰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指引下，矢志强军、聚焦打赢、走向深蓝的先进
事迹和可贵精神，报告会现场不时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

海口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型导弹驱逐
舰，2005年12月命名入列，隶属于海军某驱逐
舰支队。入列以来，海口舰出色完成海上维
权、战备巡逻、远海训练等30多项重大任务，先
后3次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荣立一等功、
二等功各1次，被评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被海军授予“护航先锋舰”荣誉称号，被海
军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被国际海事组织
授予“航运和人类特别服务奖”。今年8月2
日，中宣部授予海军海口舰“时代楷模”称号。

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李军，省
委常委张琦、胡光辉、蓝佛安、肖杰、刘星泰，以
及部分省领导、部队领导参加报告会。报告会
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莺子主持。

海南省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省直机关干
部、省属国有企业干部职工、院校师生、驻地军
警官兵、今年应征入伍的新兵代表1400余人
聆听了报告会。

据悉，为深入学习宣传“时代楷模”海军海
口舰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充分发挥好先进
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从9月6日开始，该先进
事迹全国巡回报告会在北京拉开序幕，报告团
先后赴北京、武汉、上海和海南举办多场报告
会。9月13日，报告团还将到战舰命名城市海
口市作报告。

海军海口舰先进事迹报告团
来琼作报告

刘赐贵会见报告团一行毛万春李军出席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