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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志民 特约通讯员陈
玉川）昨日，记者从市物价局获悉，我市于
2015年 1月 1日起实现商业用电与普通工
业用电同价。

为促进工商服务业发展，体现公平负
担原则，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省政府的有关
规定，决定实行全省商业用电与普通工业
用电同价。据省、市文件规定，自2015年1
月 1日起，我市商业电度电价在原行基础
上每千瓦时统一降低8分（含税，下同），非
工业、普通工业电度电价在原行基础上统
一提高1分，从而实现两类电价同价，同价
后的商业电度电价和非工业、普通工业电
度电价统称为一般工商业电度电价，原商
业用电和非工业、普通工业用电的峰谷电
价政策维持原有规定不变。

此次电价调整，预计我市商业电价每
年的降价金额约7400万元，将大大减轻商
贸企业的负担，减少其经营成本。非工业、
普通工业电价每年提价金额约是1600万
元，全市销售电价合计每年将会减收5800
万元。

另外，文件同时规定，居民生活用电价
格标准仍按原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公布居
民阶梯电价和峰谷电价价目表的通知》（粤
价〔2012〕182号）相关规定执行。

本报讯 （记者卢志民 通讯员麦文
伟）记者昨日从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获
悉，为减轻我市出口企业负担，促进湛江
外贸稳定发展，该局对 2015年在湛江口
岸报检的所有出境货物、运输工具、集装
箱及其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境检验
检疫费（不包括对出境人员预防接种和体
检收取的费用，以及企事业单位承担与出
境检验检疫有关的商业性自愿委托检测
和鉴定、出境检疫处理、动物免疫接种工
作收取的费用）。

据悉，自2013年以来，湛江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严格按照国家质检总局的要求执
行减免政策，减免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费约
3000万元，有效减轻了湛江外贸企业负
担，大力支持湛江扩大出口，推动地方外经
贸发展。

预计2015年，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将减免出口商品检验检疫费约1000万元，
惠及进出口企业约1000家。

据新华社广州1月14日电（记者肖
思思）记者从13日召开的广东全省卫生计
生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为解决“病人外流现
象严重”问题，按“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
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的要求，广东将加强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努力实现90%病人
看病不出县的目标。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主任陈元胜介绍，当
前广东严格控制公立医院规模，但鼓励部分
县级医院服务能力弱的地区要加大投入，提
升服务能力。尤其是粤东西北地区，要按照
国家要求推进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综合改革，还要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增强城乡居民对县域医疗卫生机构的信
任度，努力实现90%病人不出县的目标。

我市商业用电与
普通工业用电同价

商业电价每千瓦时降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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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努力实现90%
病人看病不出县

本报讯（通讯员高毅 张大宾）昨日下
午，新西兰海军司令斯蒂尔少将一行访问南
海舰队，并拜会了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
舰队司令员沈金龙少将。斯蒂尔在沈金龙
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随后，宾主双方就
如何增进互信互访、加强合作与交流进行了
亲切友好的交谈。

会谈上，沈金龙首先代表南海舰队全
体官兵对斯蒂尔的到访表示热烈欢迎。他
指出，近年来，中新两国海军交往频繁，友
好关系发展迅速。去年两国领导人共同确
立了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新友好
关系的新起点，两国海军将有更广泛的合
作。南海舰队愿与新西兰海军及各国海军
一道，加强交流，务实合作，为共同维护地
区和平与稳定，尊重彼此关切互利互惠，促
进共同繁荣与发展作出努力。

斯蒂尔认为，中国海军发展迅速，新
西兰海军愿与中国海军继续保持海军高
层交往，开展军官交换上舰培养，交流反
海盗行动经验，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共同维护和
平稳定的和谐海洋。

访问期间，斯蒂尔一行还参观了我国
自行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武汉舰和导弹
护卫舰玉林舰。中国海军严整的舰容舰貌
和官兵的良好军事素养得到了斯蒂尔的高
度称赞。据悉，15日上午，斯蒂尔一行将结
束对南海舰队访问，乘机离开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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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新西兰海军司令斯蒂尔少
将在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
沈金龙少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通讯员 江晓卫 摄

湛江口岸为企业减负

霞山区文体综合馆主体工程封顶。 本报记者 李忠 摄

春运严查“两类
重点车”等隐患

新西兰海军司令访问南海舰队

本报讯 （记者刘兵 通讯员梁梅
吴荣娣）省运会场馆霞山区文体综合馆
建设进展顺利，主体工程已于近日封
顶，春节前将完成砌体、网架、管道等安
装，整个工程预计于4月底前竣工交付
测试使用。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建设现场。该
场馆位于霞山区人民大道西侧、银帆公
园南侧的湛江市第四中学新校区学校
大门外。工地上，吊机、挖土机等各种
大型机械正在紧张施工。据介绍，工地
每天都有7组共120多名工人赶工。主
体工程已于去年底封顶。目前，砌体、
网架、管道安装等工程正在紧张进行
中，预计将于春节前完成。春节过后将
进入精装饰阶段。整个工程预计于4
月底前竣工交付测试使用。

据介绍，霞山区文体综合馆于2014

年5月开工建设，占地面积约15亩，建
筑面积1.1万多平方米，拟在馆里建1500
个固定座位和500个移动座位，便于更
灵活地利用空间。霞山区文体综合馆
不仅将举办2015年省运会乒乓球项目

比赛，而且是“三馆合一”，也就是此馆
集霞山区文化馆、档案馆、体育馆为一
体，便于给周边的学校作文体活动使
用，在省运会比赛后可以得到充分的后
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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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山区文体综合馆主体工程封顶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记者罗
沙、邹伟）记者 14 日从公安部交管局获
悉，公安部交管局已对做好春运交通管
理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全力做好今年的
春运交通管理工作，守护好广大群众平
安回家路。

据有关部门预测，按照新的统计口径，
2015年春运期间不含公共电汽车和出租
车的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超过28亿人次，同
比增长3.4%。

各地公安交管部门要开展大检查、大
排查，整改交通安全隐患于春运启动之
前。重点是检查“两客一危”企业（客运企
业、旅游企业、危化品运输企业）、“两类重
点车”（客车、危化品运输车）和“两路”（高
速公路、农村公路）的交通安全隐患。

据新华社香港1月14日电（记者颜
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14日发表
2015年施政报告，宣布自1月15日起暂停

“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特区官员表示，
暂停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优化香港引进人
才的结构。

截至目前，“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已
经批准了25000多个申请者。据特区政府
统计，目前审核中的该计划申请数超过
12000宗。

香港暂停资本
投资者入境计划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14日，最
高人民检察院首次运用远程视频接访系统
接待了一位江苏宿迁市访民的申诉。当
天，最高检还公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远程
视频接访办法（试行）》。

最高检控告检察厅厅长穆红玉接受记
者采访表示，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远程视频
接访进行了积极尝试和有益探索，最高检
在不久前与全国31个省级检察院全面联
通了远程视频接访系统，目前已有550余
个基层检察院实现了四级联通。

根据办法，最高检将主要在两种情
况下进行视频接访：一是控告申诉事项
属于最高检管辖；二是最高检在审查受
理、立案、办理、释法说理、息诉化解、答
复反馈、回访等工作中需要接谈控告人、
申诉人。

最高检还将对远程视频接访进行全程
同步录音录像。

最高检开启
“最强”接访模式

本报讯（记者路玉萍）昨日上午，我
市召开麻章区干部大会，宣布关于麻章区
委书记职务任免的通知。根据省委批准，
高诚苗同志担任麻章区委书记职务，伍文
兴同志不再担任，提名高诚苗同志为麻章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湛江市委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小华，湛江市委
常委、组织部长姚信敏出席大会，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伍文兴主持大会。

姚信敏在会上宣读了麻章区主要领
导职务任免通知。

刘小华对伍文兴担任麻章区委书记
期间的工作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
伍文兴自任麻章区委书记以来，团结带领
该区广大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工业强区、
商贸兴区、生态建区”的发展战略，推动了
麻章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速。省委对
他提拔使用，是对他在麻章工作的充分肯
定，也是对麻章发展的充分肯定。

根据工作需要，市委决定高诚苗同志
担任麻章区委书记职务。刘小华表示，高
诚苗同志经过多个岗位历练，有丰富的农
村基层工作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工作有冲劲，敢于担当，驾驭全局能力较

强。希望麻章区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
员干部，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一如既
往支持高诚苗同志的工作。他寄语麻章
区领导班子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刘小华要求，麻章区当前和今后的工
作一定要胸怀理想，以更大激情干事创
业；一定要敢于突破，努力推动麻章跨越
发展；一定要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保障和
改善民生；一定要加强党建，进一步建好
班子带好队伍。

伍文兴回顾了在麻章区的工作历
程。他表示，今后将心系麻章、关注麻章，
一如既往地支持麻章的工作，让麻章发展
得更好、更快、更顺，让麻章人民更自信、
更自豪、更幸福。

高诚苗表示，在今后工作中，他将按
照“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
有戒”的“四有”要求，坚持做到“三个敬
畏”，敬畏组织，真正做到对组织和人民群
众负责，以自身的实际行动维护组织的形
象；敬畏权力，决不把职位作为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敬畏群众，做到敬畏群众，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高诚苗任麻章区委书记
市委在麻章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主要领导调整

本报讯（记者路玉萍）昨日上午，我
市召开遂溪县干部大会，宣布关于遂溪县
委书记职务任免的通知。根据省委批准，
钟力同志担任遂溪县委员、常委、书记职
务，林少明同志不再担任，提名钟力同志
为遂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候选人。湛江
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小华，湛
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姚信敏出席大会，
遂溪县县长余庆创主持大会。

姚信敏在会上宣读了遂溪县主要领
导职务任免通知。

刘小华对林少明担任遂溪县委书记期
间的工作表现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林
少明自担任遂溪县委书记以来，团结带领
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实施“工业经济立
县、生态文明建县、协调发展兴县”战略，推
动了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希望林
少明同志今后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遂溪发
展，并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根据工作需要，市委决定钟力同志担
任遂溪县委书记职务。刘小华表示，钟力
同志大局意识强，处事公道，群众基础好，
熟悉财政管理和经济工作，有较丰富的领
导工作经验。任徐闻县委书记期间，团结

带领徐闻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谋划科学
发展，提出全力驱动重点项目、旅游开展、
现代农业和临港工业“四驾马车”，促进徐
闻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希望遂溪县
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讲党性、
讲大局、讲团结，全力支持钟力同志的工
作，不断开创遂溪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对于遂溪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
作，刘小华要求，要坚定理想信念，奋力
谋划遂溪跨越发展；要坚持民生为重，着
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凝心聚力，不断
提高班子向心力和战斗力。

林少明回顾了在遂溪县的工作历
程。他表示，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不会
忘记遂溪这一方曾经为自己提供人生舞
台的热土，不会忘记这里的干部群众，他
会一如既往地关心遂溪、牵挂遂溪、推介
遂溪，并尽己所能帮助遂溪。

钟力表示，遂溪县历届领导班子为遂
溪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将恪尽职
守，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尽快熟悉遂
溪情况，进入新的角色，接好“接力棒”，团
结带领遂溪县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干事
创业，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更大成绩。

钟力任遂溪县委书记
市委在遂溪县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宣布主要领导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