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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9月29日电 9月27日
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在浙江省委书记车俊、省长袁家
军陪同下在舟山、台州考察，并主持召开
企业座谈会。

李克强来到位于舟山的浙江自贸试
验区，了解企业对简政减税降费的实际感
受，随机询问多位现场办事群众现在办事
比过去有哪些变化。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深化“放管服”改
革，创造更多类似“最多跑一次”的好经
验。简政放权底线是不为难企业、不烦扰
群众，还要进一步做到利企便民。李克强
专门了解社保费收取情况，他要求要确保
社保费现有征收政策稳定，严禁搞自行集

中清缴，抓紧研究进一步降低社保费率，
总体上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

为各类所有制企业打造一视同仁发
展环境，李克强一直萦绕于心。他乘船来
到鱼山岛，考察这里正在建设的、由民营
企业投资和控股的世界级大型综合石化
产业项目，他希望企业注重创新、质量、安
全，真正打造国际化、绿色、炼化一体化程
度国内最高的现代石化基地。他说，要进
一步降低重大项目民营企业的准入门槛，
通过政策措施的引导和支持，增强民企发
展的信心。李克强还考察了舟山港，听取
港口发展的远景打算，他要求随行部门负
责同志会同地方围绕进一步扩大开放统
筹做好规划，把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未
来发展的竞争优势。

在台州杰克缝纫机公司，李克强对企
业积极从传统产业向智能制造升级予以肯
定。他勉励说，要以技术进步塑造竞争新
优势，以创新和品质升级打造行业“隐形冠
军”。他来到台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
了解就业市场情况，与招聘机构和求职人
员交谈。李克强说，面对当前下行压力，各
地方各部门尤其要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
位置，通过稳住经济基本盘、壮大发展新动
能、织密帮扶保障网，着力保持就业稳定。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有、民营、外资企
业和金融机构座谈会，十几位企业家踊跃
发言，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和建议。李克强
对他们提出的融资成本上升、提高政策可
预期性等问题一一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抓
紧研究采取措施。他说，面对当前国际环

境变化的挑战和新技术革命的机遇，我们
要多听市场主体声音，多为企业排忧解
难。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源潜
力，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困难挑战，保
持经济持续平稳运行。要坚持“两个毫不
动摇”，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在优化
营商环境上下功夫，继续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降低企业融资、物流等成本，特别要对
小微企业给予政策倾斜。希望企业在积
极推动创新中赢得竞争、不断成长。

李克强充分肯定浙江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力攻坚、真抓实
干，在改革开放创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中继续走在前列。

肖捷参加上述活动。

李克强在浙江考察并主持召开企业座谈会强调

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
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记
者 史竞男）国家版权局29日在京
约谈了趣头条、淘新闻、今日头条、一
点资讯、百度百家号、微信、东方头
条、北京时间、网易新闻、搜狐新闻、
新浪新闻、凤凰新闻、腾讯新闻等13
家网络服务商，要求其提高版权保护
意识，切实加强版权制度建设，全面
履行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网络转载版
权秩序。

今年7月，国家版权局、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联合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2018”专项行动，将网络转载
版权专项整治作为专项行动的重点
任务。

国家版权局强调，网络服务商直

接转载传统媒体作品的，要进一步完
善版权管理制度，坚持“先授权、后使
用”的著作权法基本原则，未经授权
不得直接转载他人作品；依法转载他
人作品时，要主动标明作者姓名和作
品来源，不歪曲篡改标题和作品原
意；要积极与权利人及相关版权组织
开展版权合作，完善授权许可机制，
遏制网络侵权盗版。

据了解，下一阶段，各级版权执法
部门将重点打击网络转载领域存在的
各类侵权盗版行为，引导网络企业加
强版权自律、规范版权管理，推动网络
平台与权利人（组织）、版权相关联盟
（协会）开展版权合作、探索符合网络
使用需求和传播规律的转载授权模
式，共同维护良好的版权秩序。

国家版权局约谈13家网络服务商

要求规范网络转载

据新华社长沙9月29日电 （记
者 陈文广）从湖南省资兴市城区出
发，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一路向
东，车行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州门司
镇春牛村，这里便是中国工农红军杰
出指挥员、军事家曾中生的家乡。

进入村口不远，与村部大楼相
对，一栋坐落在稻田边的湘南民居格
外引人注目。在这栋两层六间土砖
木结构的房子里，曾中生度过了他的
童年和少年时光，然后外出求学，走
上革命道路。

曾中生，1900年出生于湖南兴
宁县（今资兴市）。1925年考入黄埔
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曾中生参加北伐战争，
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
治部任组织科科长。1927年9月赴
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
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
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
工农部部长。

1930年9月，曾中生以中共中
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
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
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
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
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
取得了胜利。

1931年 2月，曾中生任中共鄂

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他指挥
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
利，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
剿”。同年4月，他任中共鄂豫皖中
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
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
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
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
的胜利。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
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

1932年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
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
建川陕苏区的斗争。在此期间，他虽
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
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
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

1933年9月，曾中生被张国焘以
“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并长期监禁。
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
的卓克基，时年35岁。1945年在党的
七大上，党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曾中生 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据新华社雅加达9月29日电 （郑
世波）印度尼西亚抗灾署29日证实，截
至当天13时，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强烈地
震及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
至384人，另有540人受伤。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雅加达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距震中约80公里的
中苏拉威西省首府帕卢市灾情严重。因
死伤者激增，帕卢市医院病房紧张，一些
伤者只能露天接受治疗。

苏托波说，联合救援队正在进行遇
难者搜寻及身份验证工作。截至目前，
抗灾署尚未收到震中所在地栋加拉县灾
情数据，预计本次灾害导致的人员伤亡
以及财产损失情况还将加重。

当地媒体发布的灾区照片显示，一
些遇难者遗体暂时排列在帕卢市海边的
街道上。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
消息说，栋加拉县28日发生7.4级地震，
震源深度11公里。地震一度引发震中
附近海域发生1.5米至2米高海啸。

由于信号塔损坏，帕卢市机场仍处
于关闭状态。此外，大部分受灾地区电
力供应仍未恢复，通信时断时续，部分
地区公路交通中断，救援工作面临不少
困难。

图为9月29日，在印尼中苏拉威西
省帕卢市，人们经过一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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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纪更加严明，个税起征点为每月
5000 元，医疗纠纷理顺有了“临床路
径”，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保驾求职
者……10月起，这些新规将开始影响你
的生活。

党纪更加严明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将于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这
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对条例的第
二次修订，再次释放出以铁的纪律管党
治党的强烈信号。

此次修订的显著特点是进一步突出
政治性，在总则中增加了指导思想，“两
个维护”和“四个意识”。在对政治纪律
的着重补充完善方面，增加对在重大原
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行为的处
分规定；增加对搞山头主义、拒不执行党
中央确定的大政方针，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打折扣、搞变通，以及制造传播政治
谣言等危害党的团结统一行为的处分规
定；增加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等对党不
忠诚不老实行为的处分规定；增加干扰
巡视巡察工作或者不落实巡视巡察整改
要求的处分规定等。

它的颁布施行必将不断提高纪律建
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以更加科
学、更加严密、更加有效的思路举措，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大战略性成果。

个税起征点为每月5000元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3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

法的决定。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
施行，但“起征点”提高至每月5000元等
部分减税政策，将从2018年10月1日
起先行实施。

决定通过提高个税的基本减除费用
标准（即通常说的“起征点”），增加专项
附加扣除，优化税率结构，加大对中低收
入者的减税力度。

决定还修改了今后应纳税所得额的
计算方法：居民个人的综合所得，以每一
纳税年度的收入额减除6万元以及专项
扣除、专项附加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
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非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所得，以每
月收入额减除费用5000元后的余额为
应纳税所得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
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以收入减除
20%的费用后的余额为收入额，在此基
础上，稿酬所得的收入额再减按70%计
算，相当于打了五六折。

医疗纠纷理顺有了“临床路径”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自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此条例从制
度层面推进医疗纠纷的依法预防和妥善
处理，着力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促进我国
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条例明确要求加强医疗质量安全的
日常管理，强化医疗服务关键环节和领
域的风险防控，突出医疗服务中医患沟
通的重要性，从源头预防医疗纠纷。

同时条例还明确了医疗纠纷处理的
原则、途径和程序，重点强调发挥人民调
解途径在化解医疗纠纷上的作用，并从

鉴定标准、程序和专家库等方面统一规
范了诉讼前的医疗损害鉴定活动。

条例对不遵守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要
求、出具虚假鉴定结论和尸检报告、编造
散布虚假医疗纠纷信息等违法行为，设
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保驾求职者

《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将自
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系统规
范在我国境内通过人力资源市场求职、
招聘和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活动的第一部
行政法规。

条例对人力资源市场培育、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市场活动规范、人
力资源市场监督管理及法律责任等作了
全面规定。

条例规定，用人单位发布或者向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况、
招聘人数、招聘条件、工作内容、工作地
点、基本劳动报酬等招聘信息，应当真
实、合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接受用人单
位委托招聘人员或者开展其他人力资源
服务，不得采取欺诈、暴力、胁迫或者其
他不正当手段，不得以招聘为名牟取不
正当利益，不得介绍单位或者个人从事
违法活动。

同时，个人在求职的过程中，往往会
受困于户籍、地域、身份等“硬”件制约，
与用人单位相比，求职者往往处于弱
势。对此条例规定，任何地方和单位不
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籍、地域、身份等方
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一批新规 10月施行
党纪更加严明 个税起征点为每月5000元

新华社记者 王茜

印尼强震引发海啸印尼强震引发海啸
已致已致384384人死亡人死亡

随着电动汽车的日渐普及，充电
桩停车位开始在居民、商住区开展试
点示范。9月28日，国网重庆市区供
电公司对龙湖U城、万有广场、叠彩西
城、保利爱尚里、龙湖西城天街等居
民、商住小区实施停车位充电桩接入
电气化改造示范工程，届时将新增大
约300个充电桩停车位，以满足居民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时下，电动汽车的充电问题日益
成为市民头痛的事。为解决电动汽车
充电难题，市区供电公司加快推进城

市直流快速充电站和离散式充电桩建
设的同时，积极与市发改委、市建委对
接，根据居民、商住小区的配电容量、
车位配置以及充电需求，在主城区部
分小区的独立车库内进行充电桩停车
位的改造和建设。

截至目前，万有广场已建成并投
用50个充电桩停车位，龙湖U城、叠
彩西城、保利爱尚里、龙湖西城天街
等示范小区的停车位改造工作正在
进行，预计将在11月完工。另外，电
动汽车服务公司将联合分时租赁运

营商，在示范小区开展电动汽车分时
租赁业务，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出行服
务。

近年来，该公司大力推进公共
充电设施建设，目前已在九龙园、金
凤、井口建成3座城市直流快充站，
在曾家高速公路建成2座充电站，累
计建成离散式充电桩164台。年底
前，该公司还将在大学城和土主建
设2座充电站，建成后将进一步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方便群众生活，惠及
民生服务。 韩薇

市区供电：居民商住区再增300个充电桩停车位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8—40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
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9月30日12：00－2018年10月22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
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
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
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86

18087

18088

18089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土地位置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V分
区V14-1/03号宗地

沙坪坝区西永K、W组团
W标准分区W03-6/02、

W04-2/02号宗地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C分区
C43-1/02号宗地

九龙坡区西彭组团R分区
R57-7/02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加油站
用地

土地
面积
（㎡）

105444

68125

62568.6

3767

总计容建筑
面积
（㎡）

≤231976.8

≤102187.5

≤93852.9

按规划要求

最大建筑密度

≤30%

≤30%

≤35%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30%

≥35%

≥30%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75625

51437

42297

1880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