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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命令，
授予武警山东省总队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
队“基层建设模范中队”荣誉称号。

武警山东省总队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
队自觉践行强军目标，接力谋发展、扎实打
基础，全面建设不断发展进步。在上级组织
的军事比武中先后夺得26个第一、创造11项

纪录， 连续21年保持军事训练成绩总评优
秀，出色完成抢险救援等急难险重任务20余
次，连续30多年安全无事故，先后荣立一等
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1次，连续20年
被树为基层建设标兵中队，被表彰为首届全
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为表彰先进，国
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武警山东省总队
菏泽市支队成武县中队“基层建设模范中

队”荣誉称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和武警部队

官兵、 公安民警向武警成武县中队学习。学
习他们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学习他们把战斗力标
准落到实处， 持续抓好实战化军事训练，不
断提高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学习他们依法
治军、 从严治军， 保持正规的战备执勤、训

练、工作、生活秩序；学习他们牢固树立强基
固本思想，坚持不懈抓好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落实，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根。要以
他们为榜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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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李克强签署命令
授予武警成武县中队荣誉称号

外汇局：

� � � �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
理检查司司长张生会日前表示，2016年，外汇局将
密切结合外汇收支形势变化，选择重点银行、非银
行金融机构开展全面性和针对性专项检查， 提高
对银行真实性审核等代客业务的检查频率， 加大
对违规银行的处罚力度。

据张生会介绍，2015年，外汇局和多部门联合开
展的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
动成效显著。 其中外汇局直接参与破获案件共计60
余起，涉及地下钱庄交易金额上万亿元。张生会表示，
2016年，打击地下钱庄的专项行动仍将继续。

加大对违规银行处罚
继续打击地下钱庄

� � �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12日电 据叙利亚
通讯社12日报道， 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日前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说，在解决叙利亚危机方
面，政治谈判与打击恐怖主义缺一不可。

巴沙尔在受访时说，政治谈判与打击恐怖
主义可以分开进行，但都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外
部干涉， 叙利亚问题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获
得解决。然而，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得到外部
势力的支持， 意味着解决叙危机需要花费相当
长的时间和付出沉重的代价。

叙总统：

和谈与反恐缺一不可

� � � � 据新华社首尔2月13日电 据韩联社13
日报道，为应对朝鲜导弹威胁，美国决定向韩
国增加部署PAC-3型“爱国者”导弹系统。

驻韩美军司令部当天表示， 美国与韩
国紧密合作， 已向韩国增加部署弹道导弹
防御力量， 此次部署“爱国者” 导弹系统
是在韩美应急演习框架下进行的。 韩国正
致力于构建以PAC-3型导弹为主的导弹防
御系统。 PAC-3型“爱国者” 导弹被认为
是韩军正在构建的“韩国型防空导弹防御
系统” 的核心拦截工具。

美在韩增加部署
“爱国者”导弹系统

“爆买”折射出新动力

� � � � 湖南日报2月13日讯（记者 蔡矜宜）“中
国队，努力！”今天，由高洪波率领的新一届
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厦门展开冬训，领喊“中
国队”的不再是老将郑智，而换成了已经带
上队长袖标的张琳芃。

此次冬训10日开始，为期一周。“作为国
家队的球员，既然来到国家队就应该付出自
己的全部，每个球员都应该这样。在国家队
最困难的时候，去付出我们能做到的一切。”
27岁的张琳芃2009年第一次入选并代表国
家队比赛， 就是在高洪波首任主帅时发生
的，他认为高洪波的理念更适合现在的国家
队。“这支球队大部分都是高指导带过的球
员，高指导这次回来带来了适合这支球队的
战术和球队需要的东西。”

根据国际足联最新排名，中国已经降至第
93位，是近13个月来的最低点。高洪波面临最
棘手紧迫的任务是仅剩的两场世预赛40强赛，
分别是3月24日主场迎战马尔代夫，和3月29日
主场对阵卡塔尔。中国队即便两场都胜，还要
和其他的小组第二名比成绩，出线可能微乎其
微。“我们能做的只有赢下比赛， 确保小组第
二。” 高洪波说，“冬训目的是要把教练组的意
图、思路、战术打法尽快为球员讲解，并进行实
操演练，赛前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备战状态。”

“高家军”厦门集训
张琳芃任国足新队长

责任编辑 周倜 孟姣燕 蔡矜宜

(上接1版)

“新型城镇化建设”造宁乡特色
县城宏阔大气、沩山禅意袭人、花明楼文化厚重、

灰汤温泉涌动、香山风光旖旎、煤炭坝遗址惊奇。谈及
宁乡的城镇，一个个画面从脑中一跃而出，和地名一
一对应。这，就是“特色”的力量。“1+5+N”特色城镇群
的惊艳亮相，向社会散发着宁乡色彩鲜明的名片。

这些新型城镇的背后，是一个个项目工程。
加快滨江棚改、整修70多条背街小巷、开发控

规面积达120平方公里的沩东新城、修建宁乡对接
梅溪湖的快速通道———岳宁大道……城镇的居住
品质正一步步攀升。

如何令居民过得更加舒适安逸？
2015年，宁乡新建公办幼儿园20所；率先全

省启动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完成20个乡镇卫
生院提质改造；建设20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和50个
示范性村（社区）文化活动室；植树400万株，绿岛
500公里；强制关停“五小”企业17家，煤炭产业彻
底退出历史舞台。从教育、医疗、文化、生态等多个
方面着手，建设宜居宜业的新宁乡。

“美丽乡村建设”绘如画美景
“人说离家十年不识故乡，我这才离开一年，

家里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 ”2月6日，老家在沙田
的廖先生驾车带着一家老小回乡过年， 发现原本
到村口小桥就截止了的水泥路一通到底， 车沿着
摆满了盆栽的小道顺畅地开到家门口。

———村容村貌园林化、家庭院落精致化、特色
文化景观化、生态旅游规模化。

———把一个镇当作一个功能区块来建设，把
一个村当作一个景点来设计， 把一户农家当作一
个小品来改造。

秉持着这样的建设思路， 宁乡县的美丽乡村
开始了改头换面的蜕变。

宁乡县委、 县政府认为， 与其让政府全权包
办，不如“以奖代补”，鼓励群众投工投劳，在通过
有关部门的验收后，再对村里进行补贴。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宁乡县坚持一镇一特、分
类指导，不求大而全，但求精而特。 资福镇在建设
美丽乡村之余，加快食材企业引进和培育，打造食
材名镇；花明楼镇充分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建设人
文景致与自然生态交相辉映的旅游名镇； 双凫铺
镇着力发展以鞋业为重点的轻工产业……

如今，这场“美丽风暴”在2906平方公里的楚
沩大地上席卷开来，据介绍，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投
劳工36.5万人次，捐资集资过2100万元，美化庭院
3746个，新增绿化面积100.68万平方米。

� � � � 农历新年假期是中国游客境外游的
高峰期。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
下，数量众多、消费能力又强的中国游客
自然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对象。

中国游客在海外“爆买”的潮流，折射
出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力，也启发我们思考
如何把国人的消费热情留在国内。

“中国游客”
在全球扩大影响力

2月8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阿联酋迪
拜地标建筑———阿拉伯塔酒店（又称“帆船
酒店”）楼体正面披上“红衣”，上面打出白色
的中文书法“猴”和“猴年吉祥”字样。

迪拜免税店执行副董事长科尔姆·麦
克朗林说，目前迪拜每周有100多架次航
班飞往中国大陆，28架次航班飞往中国香
港，中国旅客是非常重要的消费群体。

大洛杉矶地区的南岸购物广场是美
国西部最大的高端购物中心。 春节期间，
几百只红灯笼把广场金碧辉煌的穹顶装
点得喜气洋洋。

8日这天， 马尔代夫旅游部在马富士
岛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春节为主题的表演
晚宴。晚宴舞台后的背板上用超大黑体字
写着“恭喜发财2016”。

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显示，自2012年
起，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
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的贡献年均超

过13%。2015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境外
旅游消费继续位列世界第一。

中国游客在海外“爆买”得益于更加便
捷的金融服务。 虽然人民币在许多地区还
不是“硬通货”，但兑换起来也比前些年方便
许多。目前，许多国家零售商接受银联卡，很
多商店及专卖店还支持支付宝付款。

韩国旅游发展局中国部次长李贤真
说，近年来，中国游客支撑了全球旅游产
业。仅2014年访韩的中国游客人均消费就
达2095美元，给韩国带来不菲收益，推动
了33万多人次的就业。今年春节，中国游
客访韩必将进一步提振韩国较为消沉的
消费市场。

中国游客消费
更加个性化、年轻化、国际化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2015年中国
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2亿人次， 旅游
花费1045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12%和
16.7%。

中国游客出境游对食宿的兴趣远低
于他们对购物的热情。《全球自由行报告
2015》显示，中国自由行游客在购物方面
消费占比最多，达到55.8%，交通、餐饮和
住宿消费分别仅占13.1%、10.5%和9.7%。

中国游客海外“血拼”都买些啥？
据统计，2015年迪拜机场免税店最受

中国消费者青睐的商品依次为化妆品、手

表、包袋与时装、香烟、酒类、香水。
李贤真说， 韩国化妆品因价格优惠、

品质高以及较强的品牌竞争力，一直受到
中国游客的青睐。 受韩国电视剧宣传影
响， 中国游客近来对韩国食品非常关注，
辣鸡肉炒面、巧克力派等很受欢迎。此外，
婴幼儿用品也成为很多家长必购的商品。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魏亮说，随着我国经贸和金
融对外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也在加
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融入到国际经济活
动中，消费自然也更加国际化了。

“中国游客的消费在朝着更加个性
化、年轻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马尔代
夫班多斯岛市场总监多哈说， 近年来，中
国游客在食物和酒水方面的开支越来越
多，在一些更要求互动的项目上的参与度
也越来越强……原因是中国游客发生了
结构变化：年轻人增多，自由行游客增多。

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国游客境外消费
也日趋理性，购买的商品从奢侈品扩大到
普通消费品，这意味着百姓生活品质不断
提升。

“中国游客”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国
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预计，到2020年，中
国人均GDP有望突破1万美元， 旅游消费
的需求将呈现爆发式增长，为旅游业发展
提供巨大发展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 � � � 据新华社台北2月13日电 台南市永康区维
冠金龙大楼在近日的台湾南部强震中倒塌， 大楼
已知失联居民13日全部寻获， 救援人员宣布搜救
任务告一段落。

台湾南部6日凌晨遭遇6.7级地震， 导致16层
高的维冠大楼整体自西向东倒塌， 大楼成为此次
地震中损失最惨重的区域。 截至13日16时20分，
救援人员在大楼内一共发现289名受困者， 其中
175人幸存，114人遇难。 再加上其他区域的两名
逝者，此次地震共造成116人遇难。

台湾南部地震后续

已造成116人遇难

“三大建设”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