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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会见
了来北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梁振英， 听取了他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
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 过去一年， 梁振英行政
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勤勉工作， 依法
有序推进政改， 努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
生、 维护法治， 保持了香港大局稳定。 中
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
定的。

习近平指出， 当前香港正在依法推进
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的工作。 中央政府坚
定不移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基本法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的规定推进政制
发展。

习近平强调，香港政制发展应该从本地
实际出发，依法有序进行；应该有利于居民
安居乐业，有利于社会繁荣稳定，有利于维
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香港各界
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体利益出发，广泛
凝聚共识，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经济发展，珍

视法治环境，确保香港在“一国两制”方针和
基本法规定的轨道上稳步前进。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6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涵元殿会
见了来北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崔世安，听取了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
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过去一年，澳门在保持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同时，还顺利实现了
特别行政区政府换届，成功举办庆祝澳门
回归祖国15周年系列活动。 前几天我到澳

门时，亲身感受到澳门的发展变化，见证
了“一国两制”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
央对你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
肯定的。

习近平强调， 中央对你和第四届特别
行政区政府寄予厚望， 澳门社会对你们也
抱有期待。 希望你们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增强主人翁意识和忧患意识， 努力提高依
法施政、依法治澳能力和水平，展现新一届
政府开拓进取的新气象，更好推进“一国两
制”在澳门的实践。

习近平分别会见梁振英崔世安

新华社记者 陈炜伟 安蓓 朱诸

油价下跌， 根本停不下来。26日国内
成品油价格迎来年内“十连跌”。7月份以
来，国际油价接连下挫，部分油种价格近
乎“腰斩”，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应声而落。
油价“放肆跌”，你感受到了吗？

为何国内油价比国际跌得少
这半年，经常被公众拿来对比的就是

国际油价的“连连重挫”和国内油价的“稳
步下调”。

7月份以来，国际油价进入下跌通道。
截至12月24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2015
年2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至每
桶55.84美元。 相比年内高点， 价格近乎

“腰斩”。
国内方面， 剔除11月28日不做调整，

国内成品油价格“十连跌”，90号汽油和0
号柴油零售价格每升累计跌幅都超过1
元，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格已普遍回落至“6
元时代”。

尽管经历“十连跌”，但简单对比计算
可以发现，国内油价下跌的幅度要比纽商
所轻质原油等国际油价跌幅小了很多。

为什么国内油价比国际油价“少跌”
了？说好的“反映国际油价变化”呢？

按照市场机构的分析， 第一个因素，
我国成品油价格中税费占30%以上。在税
费固定的情况下，国内油价的波动可以理
解为只有不到70%在随着国际油价变动。
相应的，跌幅也会变小。

第二个因素就是参考的国际油价。发
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解读新机制时说，
新机制适当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挂靠的
国际市场原油品种，尽可能选取在当今世

界石油市场中具有代表性和风向标的油
种，以避免价格易受人为操控。

但关键是，我国挂靠的“一揽子”国际
市场原油品种还蒙着神秘的“面纱”，并未
向社会公布。或许，某几个品种的国际油
价下跌幅度无法反映油价变动全貌，因此
也给衡量国际油价和国内油价跌幅带来
困难。

一降就提税，是否有点“任性”
11月29日和12月13日，我国成品油消

费税连续两轮上调。第一次上调是完全抵
消了油价下跌，第二次则是减少了降价的
幅度。

在油价下跌的预期下，一降油价就提
消费税，是不是有点“任性”？是不是心血
来潮、随意而为呢？

按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说法，
调整旨在进一步加强消费税在促进节能
减排方面的调控力度， 合理引导消费需
求。同时，兼顾了宏观调控需要和社会承
受能力，选择在油价下行时实施，实现了
提税与降价同步。

尽管如此，针对消费税的上调，仍有
两个疑问待解：

一是远期负担和承受能力。财税部门
也提到， 这两次提税借助了油价下跌的

“窗口期”。但不少消费者认为，消费税毕
竟是作为税收“固化”下来了，如果以后油
价节节攀升，这些负担会不会也被“固化”
下来？

有人拿欧洲较高的成品油消费税说
事， 但不要忘了， 人家是高税负、 高福
利。 人们期待， 财税部门对致力于大气
污染治理的成品油消费税使用情况晒一
个“明白账”。

二是消费税到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
既然提税是为了节能减排，那么要先回答
两个问题：首先，汽车等成品油消费对大
气污染物排放“贡献值” 具体是多少？其
次， 企业和居民成品油需求的价格弹性，
也就是涨价对于抑制不合理消费、引导消
费需求的量化分析。

税收决策的科学性至少应当体现在
定量分析上。没有定量研究，那么提不提
税、提多少的随意性，造成公众对于提税

“任性”的质疑也难以消除。

“十连跌”到底有没有实惠
大到物流运输，小到服装食品，油价

的涨落，和百姓生活可谓息息相关。客观
来看，油价“十连跌”还是给普通公众带来
相当的实惠的。

相比于7月之前，这轮“十连跌”首先
能为车主省下不少油钱。如果按照“十连
跌”每升累计下调1.63元、私家车每月行
驶1000公里、百公里油耗8升计算，每月
节省的汽油开支约为130元。

同时，油价“十连跌”对整体交通物流
成本的影响是直接的。 以年跑10万公里、
百公里油耗为38升柴油的重型卡车测算，
柴油价格十连跌累计下调2元/升计算，一
年车主可节约燃油成本超过7万元。

此外，原油价格下跌对于物价也有传
导作用。 中宇资讯分析师张永浩分析说，
原油下跌对于物价的影响是通过影响石
化生产原料实现的。但是，这种传导作用
并非立竿见影。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林伯强说，以原油为原料的下游行
业将会受益， 但是其成本传输有一个滞
后，估计明年一季度才会看到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油价“放肆跌”，你感受到了吗

据新华社台北12月26日电 台湾地区全部22个
县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25日改选，中国国民党在议
长选举中成功逆袭，民进党在执政县市“完全执政”的
企图意外落空。“输急了” 的民进党中央26日宣布，将
对在选举中跑票的议员处以“最严厉的党纪处分”。

台湾地方公职人员“九合一”选举投票结果11月
29日出炉，在县（市）长部分，国民党只保住6席，民进
党则赢得13席，此外无党籍获得3席。大胜后的民进
党原本希望在12月25日的县市议会议长选举中，进
一步扩大赢面，在执政县市力争实现“完全执政”，在
新北市等民进党籍议员席次占优的国民党执政县市
拿下议长宝座，以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施政构成掣
肘。但议长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拿下17席，民进党
只赢得3席，无党籍则获得2席，国民党在地方政治版
图上成功实现大逆袭。

对于这一结果，民进党发言人徐佳青表示，该党
将通过召开中评会，对跑票的议员“用最快速度、最严
厉之处分来贯彻党纪”，最严厉者将立即开除党籍。

民进党输急将惩处跑票议员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26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
召开党组会议决定取消对全国各高级人民
法院考核排名。

根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新情况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建议，以及全
国各级法院的要求， 更好尊重司法工作规
律和法官主体地位， 调动广大法官办案积
极性，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研究决定取消对
全国各高院的考核排名。

最高法同时决定， 除依照法律规定保
留审限内结案率等若干必要的约束性指标
外， 其他设定的评估指标一律作为统计分
析的参考性指标， 作为分析审判运行态势
的数据参考；坚决杜绝以保证结案率为由，
年底不受理案件的做法。

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于12月12日正式通
水。 汉江水从鄂豫交界的丹江口水库一路北上，
跨越了1000多座桥梁、200多条河流， 经过近半个
月的旅程，预计于12月27日流至北京。图为南水北
调中线总干渠河南方城渠道。 新华社发

12月26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西南印度洋
执行科考任务，这是“蛟龙”号印度洋首次科学应用
下潜，主要任务是开展底层沉积物和底层水采集及
地热测量，测定环境参数等。 新华社发

12月26日，兰新高铁全线开通运营，从兰州至
乌鲁木齐最快仅需11小时50分。 图为在D2702次列
车上，“动姐” 地里达尔·阿不都拉和旅客一起欢跳
维吾尔族民间歌舞“麦西来甫”。 新华社发

汉江水预计今日抵京

“蛟龙”印度洋首次科学应用下潜

兰新高铁全线开通

地方议长选举
国民党成功逆袭

最高法取消
各高级法院考核排名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10年前的12月26日，印
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震，
随后引发百年不遇的印度洋海啸， 波及东
南亚及非洲东部多个国家，共造成20多万
人死亡，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10年后的12
月26日，当年的受灾国家纷纷举行纪念活
动，悼念逝者、警示后人。

印度尼西亚亚齐特区首府班达亚齐
26日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印尼副总统优
素福·卡拉以及来自50多个国家的驻印尼
使节及印尼各界数千人出席仪式。

优素福·卡拉在致辞中对参与海啸救
灾和重建工作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 他说，2004年发生的海啸夺走了十多
万亚齐人民的生命，关键时刻，印尼各界人

民捐款捐物， 帮助亚齐渡过难关，“这是团
结精神的最佳体现”。 他表示，来自多个国
家的军队在灾难发生后快速驰援， 转移遇
难者遗体、运送救灾物资的表现，同样令人
敬佩。

泰国于26日晚在南部攀牙府举行相关
纪念活动，泰国总理巴育、遇难者家属代表、
幸存者以及各国驻泰使节出席活动。

泰国内政部还为这场纪念活动专门设
置网站， 介绍泰国灾后所建立的一系列海
啸预警机制。 泰国将12月26日定为防灾
日，每年举办全国性活动，并在安达曼海沿
岸举行疏散演习。

印度各界当天也在当年海啸主要受灾
区举行纪念活动，悼念近2万名遇难者。

在位于安得拉邦首府海德拉巴的印度

海啸早期预警中心，印度科技部长哈什·瓦
尔丹为一个国家级海啸预防工作室揭幕。
该工作室将采用3D图像、近地GPS实时侦
测等技术， 确保在数分钟之内发出海啸预
警。

在斯里兰卡， 当地时间26日上午9时
25分，全岛默哀3分钟，以此纪念10年前印
度洋海啸中的4万余名遇难者，并为斯里兰
卡祈福。

当年的海啸造成停靠在佩拉利亚站的
海上火车“海洋皇后”号和其所载的近2000
名乘客被海水吞没。 灾后，斯里兰卡政府对
铁路轨道进行修复升级，并于今年11月向佩
拉利亚村拨款230万美元，以助其打造成小
型港口。 斯里兰卡政府对外宣布说，所有受
灾地区的重建工作已经完成。

多国举行纪念活动印度洋海啸10周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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