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
者 陈炜伟 朱立毅）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办公厅发出通知指出， 国
家安全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
建设全国统一的烟花爆竹流向管
理信息系统， 对所有烟花爆竹产
品及黑火药、 引火线流向实行信
息化监管。

通知指出， 2010年8月以来，
各有关地区按照部署建设了烟花
爆竹 （礼花弹） 流向管理信息系
统， 已应用于礼花弹流向监管工
作。 自2012年7月1日起， 烟花爆

竹生产企业生产的所有烟花爆竹
产品及黑火药、 引火线， 均要按
照信息系统的技术要求， 在产品
包装及外包装箱上张贴相应的标
识码并将相关信息采集、 录入信
息系统； 烟花爆竹生产、 批发经
营企业购销产品的相关信息， 要
一律录入信息系统。 自2012年10
月1日起 ， 对未按规定张贴标识
码并录入相关信息的产品， 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不得对外销售； 公
安机关将按照相关规定， 不再开
具烟花爆竹道路运输许可证。

我国将建统一的
烟花爆竹流向管理系统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
者 卫敏丽） 记者4日从民政部获
悉， 民政部近日出台 《关于促进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 》 ，
首次从国家层面描绘了农民工参
与社区生活的 “路线图 ”， 为维
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依
据和保障。 据悉， 这是中央有关
部门就农民工融入社区问题下发
的第一个专门性政策文件。

据介绍 ， 根据 《意见 》， 我
国当前促进农民工融入社区工作
的重点任务是：

———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
民工服务管理平台。以农民工需求

为导向， 整合延伸到社区的人口、
就业、社保、民政、教育、卫生、文化
以及综治、维稳、信访、法律服务等
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资源，调整工
作力量，完善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
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农民
工服务管理纳入其中。

———落实政策扎实做好农民
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鼓励社区兴
办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网点，吸引
农民工就近就便在社区灵活就业。

———切实保障农民工参与社
区自治的权利。 进一步完善社区
民主选举制度， 探索农民工参与
社区选举的新途径。

首次描绘农民工
参与社区生活“路线图”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新闻出版
总署署长柳斌杰在4日召开的全国新闻
出版工作会议上表示， 初步统计，2011
年新闻出版行业总产出超过1.5万亿元。

柳斌杰表示，去年我国新闻出版产
业发挥文化产业主力军作用，实现了健
康快速发展。 新建国家级新闻出版产业

基地5个， 目前已累计建成各类国家级
产业基地（园区）27个，产业聚集效应充
分发挥。 全国58个省市级印刷园区总投
资210亿元、产值217亿元，9个国家级数
字出版基地建设成效显著。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柳斌杰
表示， 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不断取

得新突破，全国目前已组建120多家新
闻出版企业集团，48家涉及新闻出版
业务的企业集团上市。

柳斌杰表示，长江出版集团、凤凰
传媒、浙报传媒、中原出版传媒等4家
出版传媒企业深入拓展投融资渠道，
壮大企业实力，在去年相继成功上市。

新华社上海1月4日电 （记者 贾远
琨 王鹤 ） 记者4日从携程旅行网了解
到， 山东航空、 吉祥航空等航空公司，
从2012年1月5日 （出票日期 ） 起 ， 800
公里以上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由140元
调整为130元， 800公里 （含） 以下航线
燃油附加费仍为70元不变。

按成人普通票价 50%计价的儿童
（含无成人陪伴儿童）、 革命伤残军人和
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 800公里以上航
线燃油附加费调整为 60元 ， 800公里
（含） 以下燃油附加费仍为30元。

截至发稿时， 东方航空、 南方航空
等航空公司还未宣布下调消息。

据了解， 今年1月份国内航空煤油
价格每吨下调293元， 满足航油综合采
购成本累计变化幅度超过每吨250元的
调整前提条件 ， 符合燃油附加费与航
油价格联动新机制。

部分航空公司宣布

下调燃油附加费

据新华社上海1月4日电 2012年A
股市场黯然开局。4日沪深股指高开低
走、双双收跌，前者2200点整数位得而
复失， 后者则出现了2%以上的跌幅。
权重股集体走弱，尤其是白酒股暴跌，

成为拖累股指表现的主要因素。
伴随股指下挫， 沪深两市个股普

跌 ， 上涨交易品种总数不足200只 。
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仅4
只个股涨停， 跌停个股则接近20只。

此前部分机构预测央行可能会选
择元旦假期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在利
好预期落空的背景下， 沪深股市在新
年首个交易日未能如期实现 “开门
红”， 反而双双出现较大跌幅。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 周
英峰） 记者4日从中央纪委获悉， 据不
完全统计， 2011年全国共受理反映违反
换届纪律问题的举报846件、 查实52件、
处理73人。

2011年， 全国省、 市、 县、 乡四级
党委自下而上渐次进行换届 。 各级党
委、 纪检机关、 组织部门以最坚决的态
度落实党中央关于严肃换届纪律的要
求， 明确换届纪律， 加强宣传教育， 强
化监督检查， 严查违纪行为， 进一步匡
正选人用人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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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为规范幼儿
园收费行为，保障受教育者和幼儿园的
合法权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
育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幼儿园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

《暂行办法》规定，幼儿园收费统一

为保育教育费、住宿费，幼儿园为在园
幼儿教育、生活提供方便而代收代管的
费用，应遵循“家长自愿，据实收取，及
时结算，定期公布”的原则，不得与保育
教育费一并统一收取。严禁幼儿园以任
何名义向入园幼儿家长收取赞助费、捐

资助学费、建校费、教育成本补偿费等
与入园挂钩的费用， 严禁以开办实验
班、特色班、兴趣班、课后培训班和亲子
班等特色教育为名向家长另行收取费
用。

《暂行办法》要求幼儿园通过设立公

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
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相关内容；招生
简章应写明幼儿园性质、办园条件、收费
项目和收费标准等内容。 各地要加强对
幼儿园收费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对违反
收费政策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严禁幼儿园违规收取赞助费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审

计署4日发布2012年第1号审计结
果公告， 向社会公布了2010年度
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
计查出问题的整改结果。

公告称， 截至2011年10月底，
相关部门、 单位和地区上缴、 追
回、 归还和补拨资金143.94亿元，
挽回和避免损失60.66亿元， 规范
账务处理997.09亿元 ； 根据审计
意见和建议， 制定和完善规章制
度1581项 ； 审计发现的139起违
法犯罪案件线索及其他违法违规
问题移送纪检监察、 司法机关和
有关部门查处后 ， 已有699人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 81人被依法逮
捕、 起诉或判刑。

据 新 华 社 北 京 1 月 4 日 电
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

政收支审计发现， 82个中央部门
所属单位设立 4.14亿 元 “小 金
库 ”。 目前 ， 73个所属单位已通
过调整账目和决算报表、 收回私
存私放资金余额等方式整改3.75
亿元。

此外， 对审计发现的80个中
央部门所属单位未按规定征缴非
税收入和违规收费6.77亿元问题，
79个所属单位已通过停止违规收
费、 调整账目和决算报表等方式
整改5.72亿元。

对审计发现的39个中央部门
未严格执行政府采购规定及采购
程序不规范7.57亿元问题 ， 39个
所属单位采取了规范政府采购行
为、 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管理有关
规定、 加强政府采购工作领导和
监督等措施， 已全部整改完毕。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审
计署4日称，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
审计中发现的违规租售或另作他
用以及分给不符合条件家庭的
8654套廉租住房， 已采取清退收
回等方式整改8353套。

此外， 审计发现的建设用地
供应存在的问题， 相关地方通过
调整建设用地供应结构和比例等
方式， 进行了整改。

对长期空置的4428套保障性
住房， 已有3338套分配入住或列
入了分配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审
计署4日称 ， 地方各级政府采取
落实偿债责任、 多渠道筹措偿债
资金 、 设立偿债准备金等措施 ，
妥善处理存量债务， 积极纠正地
方政府性债务审计中发现的各类
违规问题。

针对违规为464.75亿元债务
提供担保问题， 有关地方和部门
通过协商解除担保协议、 撤销承
诺函、 被担保单位筹集自有资金
归还等方式 ， 整改到位220.27亿
元。

2010年度中央预算
执行审计整改结果公布

审计署：
违规租售廉租房多数已整改
各地积极纠正债务举借管理中的违规问题

A股市场黯然开局因违反换届纪律
全国73名干部受处理

图为股民在沈阳一证券交易厅内查看股市行情。 新华社发

去年新闻出版行业总产出超1.5万亿
全国已组建120多家新闻出版企业集团

贵州： 一大客车翻下山沟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王亮）今天晚
上，CBA联赛第20轮展开激战，在北京金
隅与广东宏远队的比赛中， 广东宏远队
凭借更强的综合实力，以112比99战胜对
手， 在报了第一循环负于对手之仇的同
时，登上了本赛季CBA联赛的榜首位置。

北京金隅队近来表现不佳，5场比赛
输了4场，战绩被广东宏远队追上，两支
球队并列第一。今天的比赛，不但是双方
本赛季的第二次交锋， 更将决出新任的
榜首球队。

马布里是北京金隅队本赛季脱胎换
骨的最大原因， 但球队也种下了过度依
赖马布里的危机。本场比赛，马布里又砍
下了35分、9记助攻，无奈独木难支，球队
最终未能取得胜利。

比赛第一节，双方旗鼓相当，北京金
隅队仅以29比30落后。 但在接下来的比
赛中， 北京金隅队过度依赖马布里的弊
端逐渐显现出来， 面对广东宏远队的严
密防守，北京金隅队逐渐被拉开了比分，
第二节结束， 广东宏远队以58比47领先
北京金隅队11分。 虽然北京金隅队在第
三节追平了比分，但在关键的第四节，缺
少板凳深度的北京金隅队被广东宏远队
打出14比4的小高潮，比分最终被锁定在
99比112，广东宏远队成为本赛季CBA新
任的榜首球队。

本报1月4日讯（记者 王亮）NBA联
盟今天公布了新赛季首周的最佳球员，
分别率领各自球队位列东西部榜首的
詹姆斯和杜兰特赢得了这项殊荣。

詹姆斯在新赛季首周的比赛中表现
优异， 在率领热火队取得5胜0负的完美
开局同时， 场均能贡献29.6分，2.4次抢
断，两项数据均位列联盟第一。

西部的最佳球员来自同样取得5胜0
负战绩的雷霆队，球队的核心杜兰特凭
借出色的表现从西部激烈的竞争中脱
颖而出。 杜兰特在5场比赛中场均可以
砍下27.4分，在全联盟中仅次于詹姆斯，
位列西部榜首。

CBA榜首之战
广东战胜北京

詹姆斯杜兰特
荣膺NBA首周最佳

1月3日， 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第20轮
比赛中， 曼城队主场以3比0战胜利物浦
队。 新华社发

中央部门整改“小金库”3.75亿元

民政部出台意见

新华社贵阳1月4日电 （记者
李劲峰 王新明）兰海高速贵州境
内贵定县到福泉市路段4日18时
30分左右发生一起大客车翻车事
故，至当日22时，现场救援工作基
本结束，事故已造成16人死亡。

记者从贵定县委宣传部了解
到， 发生翻车事故的大客车核载
53人，实载56人。 这辆从浙江义乌
开往四川泸州的大客车行至兰海
高速都匀往贵阳方向1765千米加

500米处时， 由于当地降大雪，路
面结冰，侧翻至高速公路桥下。

事故发生后， 当地党委政府
领导及有关部门人员第一时间赶
赴现场施救。 目前，受伤人员已送
医院救治， 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据了解，4日， 贵州遭遇大范
围雪凝天气，因道路湿滑，导致汽
车追尾等多起交通事故发生。

已造成16人死亡

图为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