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深圳11月28日电 28日， 深交所
推出 《关于完善创业板退市制度的方案 （征求
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包括新
增 “连续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和 “股票成交
价格连续低于面值” 两个退市条件， 取消 “退
市风险警示处理” 方式等五大亮点。

此次征求意见稿提出增加两个反映公司规
范运作情况和市场效率的退市条件。 一是“连续
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 即创业板公司在最近36
个月内累计受到交易所公开谴责三次的，其股票
将终止上市；二是“股票成交价格连续低于面值”，
即创业板公司股票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
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的，其股票将终止上市。

股票成交价
连续低于面值者退市
深交所就创业板退市制度征求意见

据新华社南非德班11月28日电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简称 《公约》） 第
17次缔约方会议暨 《京都议定书 》 （简称
《议定书》） 第7次缔约方会议28日在南非海
滨城市德班开幕。

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的中国、 印度、 巴
西和南非强调， 《议定书》 是联合国气候变
化谈判的基石， 明确第二承诺期是德班会议
的优先任务。

发展中国家还要求发达国家履行有关的
援助承诺。 在此前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发
达国家承诺在2010年至2012年间提供300亿
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快速启动资金， 承诺到
2020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相关援助资金达
到每年1000亿美元， 但它们都远没有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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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日前发布的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 明确要求， 申报公
务车目录的轿车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
价格不超过18万元。

这一新规定有望把一些豪华车挡在公车
门外，节约财政开支。但业内专家指出，要防止
一些地方钻新规定的空子；在降低公车购置标
准的同时，还要大幅减少现有公车的数量。

增量限购也是一项改革成果
“以前各地对普通公车的规定一般是排

气量不超过2.0升 ，价格不超过20万元 ，所以
我们发现 ， 很多公车的采购价格是 19.8万
元。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
青说。

叶青认为， 此次新规定限制的是新购公
车， 只针对增量部分， 不包括存量部分， 但
也是很有意义的。 “降低公车购置标准有利
于节约财政开支， 而且车辆保险、 维修成本
与购车价格成正比， 车价降了， 公车养护成
本也会随之下降。 如果新规定落实到位， 估
计全国一年可以节省100亿元左右。”

虽然社会各界对新规定普遍持欢迎态
度 ， 但也有人担心 ， 一些地方干部会不会
“暗度陈仓”， 钻新规定的空子， 最后让新规
定落空？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说，
公车配置有几种常见的变通手法： 一是 “帕
萨特的外表， 辉腾的内饰”； 二是单位新购
豪华越野车作为 “下乡或抢险专用车”， 实
际上是 “一把手” 第二部专车； 三是名为购
置 “上级重要领导或外宾接待车”， 实际上
是主要领导专用； 四是让不受购车限制的下
属企业购买豪华车， 长期借调到上级机关供
主要领导使用。

限制增量同时，如何减少存量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

为， 降低配车标准固然是一种进步， 但此次
新规定只针对公车增量部分， 没有触及庞大
的存量部分 ， 所以对整个公车消费触动不
大； 有关方面应该进一步推进公车改革， 大
幅减少存量公车， 切实削减公车开支。

日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机关事务管理

条例（征求意见稿）》令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叶
青倍感振奋。“这个条例明确提出，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推进公务用车社会化改革。 ”

叶青说， 我们的公车制度是跟前苏联学
的配给制， 就是按级别配车。 公车社会化意
味着各单位不养汽车队， 需要用车时打电话
给租车公司， 按小时计费。

“不过，从长远看，我认为应该对公车进
行货币化改革。 ”叶青说，“除极少数官员外，

其他人一律不配车， 可以按级别发一定的车
补；这样，领导干部自己选择出行方式。 ”

自主品牌车何时纳入政府采购
“支持自主品牌车发展是政府义不容辞

的责任， 像美国的公务车都是清一色的美国
车，不会有日本车、德国车。 ”奇瑞公司新闻发
言人金弋波说， 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一汽车大
国， 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优先乘坐国产品牌

汽车。
据了解， 自主品牌的车型其实早已大批

进入政府采购目录， 但实际订单并不多。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系会秘书长饶达认

为， 公车购置标准还有大幅下降的空间， 比
如降至12万元左右。 “这个价位的汽车不仅
可以满足日常公务需求 ， 而且到达这一价
位， 自主品牌车就可成为公车消费的主力。”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新规定”能否撬动公车改革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 白瀛）

11月28日， 广电总局下发 《〈广播电视广告播
出管理办法〉 的补充规定》， 决定自2012年1月
1日起， 全国各电视台播出电视剧时， 每集电
视剧中间不得再以任何形式插播广告。

据悉， 该 《补充规定》 将 《广播电视广告
播出管理办法》 （2010年1月1日实施） 第十七
条修改为 “播出电视剧时， 不得在每集中间以
任何形式插播广告 ”， 同时明确 ， 该规定于
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

记者获悉，为确保新政策得到切实执行，11
月28日，广电总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
〈《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的
通知》，要求各级电视台立即清理并撤销2012年
的电视剧插播广告时段，重新编排节目和广告。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记者28日从国
务院扶贫办获悉， 今年我国扶贫资金投入力度
明显加大，由上年的222.68亿元增加到270亿元，
增幅达到21.25%，增量和增幅都达到历史最高。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范小建表示， 今后十年
农村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可简单概括为 “两不
愁三保障”， 即到2020年， 稳步实现扶贫对象
不愁吃、 不愁穿， 保障其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和住房。 除此以外， 还要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基本公
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扭转
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28日表示， 叙利亚问题应坚持在阿
盟框架内解决， 这符合叙利亚、 阿拉伯国
家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洪磊是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
上， 就阿盟通过对叙利亚的制裁决议做上
述表示的。

洪磊表示， 希望阿盟与叙利亚从维护
叙利亚人民根本利益、 中东和平稳定大局
及避免外来干涉出发， 为结束叙利亚危机
加强沟通和协调， 妥善解决有关问题。

据新华社开罗11月27日电 （记者 李来
房 陈聪）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外长27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召开会议后决定， 立即
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哈马德在记者
会上宣布了制裁决议。 该决议得到阿盟22
个成员国中除了伊拉克和黎巴嫩以外的19
个国家支持。 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本月中
旬已被中止。

根据新华社记者在现场拿到的书面决
议， 制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禁止叙

利亚高层人士和官员出访阿拉伯国家； 停
止与叙利亚中央银行的交往； 停止与叙利
亚政府间的贸易交流， 但影响叙利亚人民
的战略物资除外； 冻结叙利亚政府的资金，
停止与叙利亚政府的金融交往， 停止和叙
利亚商业银行的所有交往； 停止所有阿拉
伯中央银行向叙利亚中央银行就政府间贸
易交流的出资； 请求阿拉伯各国中央银行
监控银行汇款和商业信贷， 但在国外的叙
利亚劳工向其家庭所汇款项不在此列， 在
叙利亚的阿拉伯各国公民汇款也不在此列。

阿盟立即对叙实施制裁
中方表示叙问题应在阿盟框架内解决

图为11月27日， 人们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游行示威， 抗议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盟） 对叙实施制裁的决定。 新华社发

广电总局：

明年起电视剧中
不得插播广告

新华社杭州11月28日电 （记者 裘立华 ）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28日在杭州召开的
全国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各
级法院要加大涉及文化领域知识产权的保护力
度， 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奚晓明说， 要高度重视涉及文化产业的新
类型知识产权保护， 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成
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要综合利用各种法律
手段， 推动中国传统文化优势资源的保护、 传
承和商业利用， 把传统文化优势转换为现实的
生产力和竞争优势， 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

我国将加强
文化知识产权保护

今年扶贫资金投入
将达270亿元

据新华社巴黎11月27日电 总部位于巴黎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7日宣布， 正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举行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第6届会议已决定， 把中国皮影戏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皮影戏是一种以皮制或纸制的彩色影
偶形象，伴随音乐和唱腔表演故事的戏剧形式。

23日， 中国东北地区赫哲族独特说唱艺术
伊玛堪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
本次会议召开的第二天被列入 “急需保护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皮影戏入选“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卫生部28日在京
正式启动“中国急性心肌梗死规范化救治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 在我国每年约有54万人死
于急性心肌梗死，并且发病人群有年轻化趋势，
形势日趋严峻。采取综合措施，做好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的规范化诊疗，是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
构和每位医务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急性心肌梗死
规范化救治项目启动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安诺斯·福
格·拉斯穆森27日致信巴基斯坦总理优素
福·拉扎·吉拉尼表达 “遗憾”， 称北约直升
机越境空袭致死巴基斯坦士兵 “令人悲痛
但事出无心”。

这一天， 巴基斯坦24名遇难士兵下葬，
民众激愤情绪高涨。

北约“不是故意为之”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27日发表声明 ：

“我已致信巴基斯坦总理阐明， 正如阿富汗
和 （北约驻阿富汗）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人
员死亡一样， 巴基斯坦人员死亡令人遗憾
和无法接受。”

“这是一起令人悲痛的事件， 但不是
故意为之，” 拉斯穆森说。

“北约依然致力于与巴基斯坦一道 ，
改善合作， 避免今后再次发生类似悲剧。”

士兵“愤怒中”落葬
巴基斯坦27日为遇难士兵举行下葬仪式。
巴基斯坦电视台画面显示， 巴基斯坦

国旗覆盖在遇难士兵的棺椁上， 陆军参谋
长阿什法克·基亚尼在西北边境城市白沙瓦
军区总部出席落葬仪式。

数以千计民众27日聚集在位于卡拉奇
的美国领事馆门外， 抗议北约空袭事件。

当天早些时候，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希
娜·拉巴尼·哈尔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表示“强烈愤慨”。 哈尔说，巴内
阁国防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封锁国际安全
援助部队一条后勤补给线并下令美军在15
天内撤离俾路支省的舍姆西空军基地。

事件原委仍在谜中
北约和美国分别表达哀悼， 但对空袭

事件细节和原委迄今没有详述。
阿富汗一名没有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

告诉英国 《卫报》 记者， 26日当天， 美国
和阿富汗联合部队在阿富汗边境省库纳尔
共同行动， 突然遭遇袭击， 迫使军方回击。

不过， 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称， 巴
军方部队遭受袭击后被迫 “采取所有可利
用武器回击北约空袭”。

中方表示强烈关切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8日表示， 中方对

北约战机越境袭击巴基斯坦军事检查站一
事深感震惊， 并表示强烈关切， 对巴方遇
难人员表示沉痛哀悼。

洪磊表示， 中方认为， 巴基斯坦的独
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切实尊重， 有
关事件应得到彻底调查， 予以认真妥善处
理。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北约就空袭事件向巴致歉
据新华社萨那11月27日电 据也门官方通

讯社报道，副总统哈迪27日任命反对派“全国委
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萨利姆·巴桑杜为新总理，
并根据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海合会）
调解协议组建由反对派领导的新政府。

报道说，根据总统萨利赫及朝野两党23日
在沙特阿拉伯首都签署的海合会调解协议及
其执行机制，哈迪27日发布共和国令，任命巴桑
杜为新总理，代替前总理穆加瓦尔。 哈迪还根
据反对党联盟的提名，授权巴桑杜进行组阁。

据新华社开罗11月28日电 埃及人民议
会 （议会下院） 选举第一阶段投票28日开始
举行。 这是穆巴拉克总统今年2月下台后埃
及举行的首次议会选举。

根据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9月批准
的新选举法， 人民议会议席由原来的518席
减少为508席， 其中498席通过选举产生， 10
席由国家总统任命。 约50个政党参加此次议
会选举 ， 此外还有6500多名独立候选人参
选。 选举最终结果将于1月13日前公布。

也门任命新总理

德班气候大会开幕
关注发达国家承诺

埃及议会选举开始投票

据新华社德黑兰11月28日电 据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声像组织报道， 伊朗宪法监护委
员会28日批准了议会前一天通过的要求降低
与英国外交关系的议案。

根据这项议案， 伊朗外交部须在两周内
将伊朗与英国的关系从大使级降至代办级。
此外， 该议案还要求伊朗政府降低两国经贸
关系水平。

伊朗宪法规定，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负
责审查议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议会通过的议
案须经宪监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伊朗议会27日以179票赞成、 4票反对和
1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一项关于降低
伊朗与英国外交关系的议案。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21日宣布，自
当日起， 英国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停止与伊朗
任何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交易或商业往来，
包括伊朗央行。英方认为，伊朗的银行正在为
参与核弹项目的个人和团体提供金融服务，
英国这一做法是为了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伊朗降低与英外交关系

11月28日下午，在朝鲜“11·26”交通事故中幸
免于难的23名中外游客顺利从丹东口岸入境。图为
一名中国游客抵达丹东口岸。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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