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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澳大利亚队球员在颁奖仪式上捧杯庆祝。 新华社发

� 1月31日进行的亚洲杯决赛， 澳大利亚队
2比1击败韩国队,首登亚洲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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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起，一批新规开始施行。其中，不合
格食品一经发现将立即封存； 购车或少花车辆
购置税；首部高速铁路设计行业标准实施。

食品检验不合格立即封存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2月1日起施

行。 办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收到不合格检验
结论后，应当立即采取封存库存问题食品，暂停
生产、 销售和使用问题食品等措施控制食品安
全风险。

办法规定了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的原则、计
划、抽样、检验、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强化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 要求食品
生产经营者应当依法配合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组织实施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经销商提供的市场价格
作为车购税重要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新修订的《车辆购置税征
收管理办法》2月1日起实施。根据新规定，2月
起，4S店经销商提供的市场价格信息，将作为
车购税征收的重要核定依据， 对于购买者来
说买车越便宜，或许就能够少交一些购置税。

办法规定，纳税人购买自用的应税车辆，计
税价格为纳税人购买应税车辆而支付给销售者
的全部价款和价位费用（销售方价外向购买方
收取的基金、集资费、违约金和手续费等，不包
括销售方代办保险等而向购买方收取的保险
费， 以及向购买方收取的代购买方缴纳的车辆
购置税、车辆牌照费），不包含增值税税款。

通过这种调整， 可以推进车购税征管模
式改革、更好服务纳税人。

首部高铁设计行业标准实施
《高速铁路设计规范》自2月1日起实施，

该规范是中国正式发布的第一部高速铁路设
计行业标准。

规范贯彻落实安全优先原则，明确了高速
铁路仅运行动车组列车，在路基、桥梁、隧道、
无砟轨道、站场、客站、牵引供电、通信信号等
专业分别强化了安全保障功能设计；突出强调
了“以人为本”、方便、快捷、舒适和综合交通等
提高服务品质的设计要求；重点体现了高铁建
设全寿命周期的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保护
环境的“四节一保”绿色建设理念；注重结合中
国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运输需求和环境
条件等因素，合理优化速度匹配、设备配套和
各专业主要设计参数等。

失业登记条件放宽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修改〈就业服务

与就业管理规定〉的决定》，自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失业登记条件，为“在法定劳动

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处于无业
状态的城镇常住人员， 可以到常住地的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进行失业登记”。较之前的“没
有就业经历的城镇户籍人员， 在户籍所在地
登记； 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其他非本地户籍
人员在常住地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失业后可
以在常住地登记”有所放宽。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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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一批法规规章今起施行

食品检验不合格立即封存
购车或可少花购置税

据新华社武汉1月31日电 我国首个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
高的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即武汉
P4实验室）31日在湖北武汉竣工。 这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研
究和利用埃博拉病毒等烈性病原体的硬件条件，为我国公共卫
生科技支撑体系再添利器。

据传染病原的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将生物安全实验室
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
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
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如埃博拉病毒等对人体具有高
度危险性、但尚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必须在P4实验室中进
行研究。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

我国建成首个P4实验室
可研究埃博拉病毒等烈性病原体

据新华社沈阳1月31日电 继28日第一巡回法庭在广东
省深圳市挂牌，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31日上午在辽
宁省沈阳市挂牌，巡回区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表示， 将第二巡回法
庭设在辽宁省沈阳市， 主要是考虑东北是我国的老工业基
地，在工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矛盾纠纷数量较多。
希望通过设立第二巡回法庭，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和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庭长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胡云腾，同时配备副庭长2名。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挂牌
巡回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新华社昆明1月31日电 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1月31日选举李纪恒为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选举陈豪为云南省省长。

李纪恒当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豪当选云南省省长

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 民生银行31
日在上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
到毛晓峰先生辞职信，因其个人原因，申
请辞去中国民生银行董事、行长及董事
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注意到媒体有
关毛晓峰先生的若干报道，据本公司了
解，毛晓峰先生向本公司提出辞职系个
人原因，本公司经营正常。

根据公告，民生银行董事会临时会
议决议，由洪崎董事长代行行长职责。

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辞职

综合新华社墨西哥城1月30日电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30日发布公
告，宣布无限期搁置墨西哥城至克雷塔
罗高铁项目。

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当天在
其官方网站上发布公告说，在国际油价
保持低位、美国利率看涨前景下，墨西哥
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将调整联邦公共管
理支出，改善预算状况。

公告说，墨西哥联邦公共管理事务
局下属单位产生的公共支出将削减约
1243亿比索（合85亿美元），约占墨西哥
国内生产总值的0.7%。值得注意的是，在
投资方面， 将减少约181亿比索的投资
项目，包括取消跨半岛客运列车（梅里达
-坎昆）项目，无限期暂停墨西哥城至克
雷塔罗高速铁路项目。

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全长210
公里，是墨西哥乃至美洲地区首条时速
300公里的高铁。2014年11月3日， 墨交
通和运输部宣布由中国铁建牵头的联
合体中标这一项目，但3天后又宣布取消
中标并将重新招标。新一轮招标最终结
果原定7月31日公布。

墨西哥无限期
搁置高铁项目

连夺两冠
澳洲入亚十年终登顶

4年前，澳大利亚队血拼到
最后一刻被日本队绝杀，屈居亚
军。4年后，他们终于在本土笑到
最后，首次登上亚洲之巅。而在
2014年11月， 西悉尼流浪者队
刚刚夺得亚冠冠军。在加入亚足
联10年后，澳洲人用3个月内的
两个冠军称霸了亚洲。

2005年， 澳大利亚队加入
亚足联， 成为亚洲足球的一分
子。10年来，袋鼠军团的存在，一
方面提升了亚洲足球的竞技水

平，另一方面也为亚洲足球的未
来带来了可能性。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队球风
强悍，这为身体条件相对较弱的
亚洲球队提供了对抗锻炼的机
会。 长期和澳大利亚队对抗，对
亚洲球队而言就像打了一剂防
疫针，出了亚洲更能适应高强度
对抗。 对于诸多亚洲球队而言，
如果连面对澳大利亚队的勇气
都没有，就别指望在世界足坛的
版图上占有一个位置了。

来到亚洲，澳大利亚队也受
益匪浅。与以往在大洋洲的轻松
夺冠相比，他们在十年之中经受
了足够的考验。本次问鼎，是十
年累积的一个奖励。

本届赛事，澳大利亚球员卢
翁戈（两粒进球和四次助攻）当
选最佳球员，澳大利亚的瑞安成
为最佳门将。阿联酋的马布库特
（5球）则获得金靴奖。

虽败犹荣
韩国赢得信心与未来

袋鼠军团本土成功问鼎，可
喜可贺。 太极虎以1比2惜败，虽
败犹荣。看看以孙兴民为代表的
年轻球员的表现，韩国队赢得了
未来。

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韩
国队一场未赢，但诸多年轻球员
获得了宝贵的锻炼，这也是本届
亚洲杯韩国队发挥出色、闯入决

赛的原因之一。
本届亚洲杯，他们在决赛之

前一场未输，一球未丢，小组赛
中曾1比0击败澳大利亚队。表现
之稳健、成熟，令人刮目相看。另
一支东亚劲旅日本队貌似球星
云集、人丁兴旺，但却没能踢出
相应的表现，这与日本队在世界
杯上的表现基本一致。 在未来，
已完成新老交替的韩国队更值
得期待。

韩国此前曾两夺亚洲杯，不
过那已是55年前的事情了，遥远
得没有参考意义。本次虽然没有
最终问鼎，但从他们的比赛历程
来看，年轻“太极虎”的亚军含金
量同样不低。

“ ”视群雄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
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是保存在“海上丝绸之路”
主航道上的珍贵文化遗存。

自1987年被发现，到2007年整体打捞上岸，沉睡海底800多
年的“南海一号”入住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水晶宫”。 经
过7年的保护发掘，沉船表面的淤泥海沙贝壳等凝结物被逐层清
理，船舱内超过6万件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得以重见
天光，展现在世人面前。

图为“南海一号”右侧中部船舱位置散落着一摞摞福建德化
窑白瓷器和福建磁灶窑绿釉器（1月28日摄）。 新华社发

“南海一号”宋瓷重见天光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