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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金鑫）

学习宣传贯彻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

谢正义主持报告会 洪锦华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
时报讯 （记者 鲍仁）

按照省委统一安排，昨日下午，省委宣讲
团在我市举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宣讲
报告会，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盛克
勤作宣讲报告。 市委书记谢正义主持报告会。
市领导洪锦华、丁纯、张跃进、张爱军、袁秋年、
卢桂平、陈扬、姚苏华、陈卫庆等参加。
在报告中，盛克勤紧紧围绕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决定》，结合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
和江苏改革发展实际，深刻阐明了十八届三中
全会《决定》的重大影响，全面讲解了《决定》的
重大突破和重要创新，系统论述了全面深化改
革的新内涵和新举措，对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
阐述和深入解读。报告政治性、政策性、思想性、
操作性都很强，对于帮助我市广大党员干部进
一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省
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
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谢正义在报告会结束时指出，学习好、宣
谢正义强调， 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传好、贯彻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扬 重在行动、贵在落实。要结合中央精神、省委要
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全 求和扬州实际，以跨江融合发展综合改革试点
市上下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为总抓手总平台，重点在跨江融合发展、推进
上来，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化城镇化
上来，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要 和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这三个方面取得突破，
把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全市各 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要坚持问题导
级党组织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迅速行 向，突出主要矛盾，针对经济建设上发展还不
动起来，精心组织安排，切实抓好全会精神的 充分的问题， 针对城市建设上动力不够足、框
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要坚持原原本本地学， 架不够大、特色不够明显的问题，针对民生工
把学习全会精神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作上居民收入不高等问题， 着力破解难题，明
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即将开展的第二批党 确关键路径，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增强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全面把握 扬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要牢固树立进
其中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 取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切实增强全面深
论断；要坚持领导带头学、结合实际学、全面系 化改革的紧迫性和使命感，乘着十八届三中全
统学，真正把全会精神学深学透；要把全会精 会的东风，解放思想、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开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各 拓进取，努力开创全市改革发展新局面，加快
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核心内容，制定学 “
三个扬州”和世界名城建设，共同谱写好中国
习计划，开展专题研讨。
梦的扬州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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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属于几线城市？ 昨
日，由《第一财经周刊》发起的
2013城市等级划分出炉，扬州
被列入“新二线城市”。 而南
京、无锡则被列入一线城市行
列。
记者了解到，传统城市排
名主要以GDP等主要经济指
最
标为准，长久以来，一般意义
新
上的 一 线 城 市 都 是 北 京 、 上
城
海、广州、深圳。 而在此次的排
市
名中，“新一线” 城市为成都、
排
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
名
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
出
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
炉
个。 扬州在过去一直位居三线
城市。 而在此次的排名中，扬
州与省内的苏州、南通、淮安、
镇江、徐州、常州一同被列入
“新二线城市”。
《第一财经周刊》副主编张
衍阁介绍说， 这次的城市分级
方式摒弃了以GDP为主的单一
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大公司选择、教育资源等多
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
扬州的跨国公司在
扬州开厂、投资相对较多，所以扬州在此项数据上
的排名比较靠前，在第19位，是这次综合排名中
最主要的竞争力。另外，品牌入住扬州的数量和品
牌集中度，这些排名也相对靠前。这些都拉动了扬
州在整个综合商业指数中的排名， 这也是让扬州
跻身新二线城市行列的重要因素。 ”

“
三连跌”后，成品油价迎来“两连涨”

扬州92号汽油每升涨0.04元

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
正修订

本报记者 杨宝岭 / 文 孟德龙 / 图

时报讯 （记者 鲍仁）

昨天下午， 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视察了市
中级人民法院工作， 听取市中院全年工作情况
通报，并就法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市政协主
席洪锦华参加活动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杨明
荣、倪士俊，秘书长殷圣元等参加活动。
洪锦华表示， 市中级人民法院坚持在每年
“两会”前向政协委员通报工作、征求意见建议，
在经常性工作中积极主动地接受政协民主监
督，联手开展专题调研，促进了双方工作。 市政
协将进一步加强与法院机关的联系合作， 深入
调研依法治市的综合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
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调价
92号汽油每升涨0.04元
昨天下午， 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下调
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决定自12月12日24时起，
将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60元，测算到零售
价格90号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
别提高0.04元和0.05元。
扬州方面，从今天零时起，扬州苏Ⅴ汽油
价格，89号从每升7.29元调至7.33元， 上调
0.04元/升；92号汽油从7.73元/升调至7.77元/
升，上调0.04元/升；95号汽油从每升8.16元调
至8.21元， 上调0.05元/升；0号柴油从7.22元/
升调至7.27元/升，上调0.05元/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本次调价正式兑现，
2013年汽柴油已经历“
8涨7跌”共15次调整，
而2011年全年国内成品油价仅调整3次，2012
年也只有8次。

明年起个体户暂停验照
验照制度将改年报制度

■现场
油价涨幅低 车主没抢油

新华社电

我国现行个体工商户验照制度将改为
年度报告制度，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已
通知各地自明年1月1日起暂停个体工商户
验照工作。 工商总局称，他们正按照国务院
常务会议通过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精
神，抓紧制定出台包括《个体工商户年度报
告办法》在内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

油价上涨的消息公布后， 记者随即前往
市区部分加油站进行探访， 结果各大加油站
一片冷清，没有了排队加油的景象。“可能油
价涨幅低吧！ ”西区大润发加油站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每次油价大幅度上调时， 不少车主
都连夜过来排队加油， 车站需多安排人手维

市政协视察法院工作，洪锦华希望：

为发展提供司法保障

国内成品油价三连跌后，又迎来了“两连
涨”，车主们又得多掏钱了。 昨天下午，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出通知，决定将汽、柴油价格每吨
均提高60元，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汽油和0号
柴油（全国平均）每升分别提高0.04元和0.05
元，调价执行时间为今天凌晨。

全国政协常委、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他今年全国两
会上关于
“
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仪规定，
明确退休官员待遇”的提案已经得到答复。
提案承办单位在答复函中称， 正在对省部
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订， 党和国家
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在研究修订。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葛剑雄提
交了
“
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礼仪规定，明确
退休官员待遇”的提案。 葛剑雄说，提案承
办单位在回复函中解释，1979年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
规定》出台，从住房、交通工具等方面对高
级干部的生活待遇做出了具体规定。
他说，提案承办单位还在答复函中介
绍，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目前有关部门
正在对省部级干部生活待遇规定进行修
订，党和国家领导人生活待遇规定也正在
（北京青年报）
由相关部门研究修订。

政务要闻

中国计生协在扬召开年会

深入开展人口文化宣传
时报讯（记者 鲍仁）

持次序。 但今天这种情况定不会出现了，上涨
幅度太低， 车主都明白特地过来加油并没有
必要。 ”记者算了一笔账，以一辆排量为1.8升
的家用小轿车为例， 每100公里的油耗约为9
升， 一般来说， 家用车每月要跑1500公里左
右，现在最常用的92号苏五汽油每升上调0.04
元，车主每月油钱只要多掏4元左右。
即便如此，记者昨日从中石化获悉，我市不
少加油站还是给出了一定的让利。 例如，文汇西
路站自助让价92号苏五油让利0.05元/升，95号
汽油让价0.15元/升；五台加油站自助92号汽油
让价0.05元/升，95号汽油让价0.15元/升。

7日至8日， 中国计生协书画社在我市召开
文化社工作年会。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杨玉学，中国计生协秘书长姚瑛，省政协人
口环境资源委员会主任、 省计生协常务副会长
孙燕丽，市委常委、秘书长陈扬等出席会议。
据了解， 中国计生协书画社挂靠在我市计
划生育协会。 文化社成立以后，举办了首届会员
艺术展、“中国梦——
—幸福家庭” 书法作品征集
活动等，增进了各地计生协组织间的交流，活跃
了计生协工作者、会员、志愿者和广大群众文化
生活，促进了人口计生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短短半个月——
—

我国拟建食品药品“黑名单”
即日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新华社电

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12日公布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起草的 《食品药品安全“黑名
单”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根据这一规定，
我国拟建立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将因严
重违反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管理法
律、法规、规章，受到行政处罚的生产经营者

及责任人员等有关信息，通过政务网站公布，
接受社会监督。
规定明确，食品生产者采购、使用不符合
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食品
相关产品，或在食品中添加药品，情节严重受
到责令停产停业、 吊销许可证行政处罚等食
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生产经营行为，将

被纳入“
黑名单”范围。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纳入“
黑名单”
的生产经营者记入监管信用档案，并采取增加
检查和抽验频次等措施，实施重点监管。 纳入
食品药品安全“
黑名单”的生产经营者、责任人
员，再次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重处罚。
同时，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纳入食品药品监
管信用体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将公开征求意见。 社会各界可于2014
年1月10日前，通过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

民用液化气价“
三级跳”
时报讯（通讯员 国扬调 记者 陈晨）

监测资料显示：11月下旬起，扬州民用液化
气价格连涨三次，累计涨幅达到11.9%。 11月23
日起，14.5千克瓶装液化气价格由109元/瓶涨至
114元/瓶，12月3日涨至117元/瓶，12月7日又涨
至122元/瓶，短短半个月不到，已上涨三次。
液化气短期内
“
三级跳”的主因：一是传统消
费旺季到来，冬季是液化气消费高峰，价格随之上
涨；二是国际进口气价格上升，带动国内液化气价
格上涨；三是原料偏紧，炼油企业将部分原料进一
步深加工或分离用于生产其他石油化工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