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记者18日从最高检获悉，深

圳光明新区红坳余泥渣土受纳场
“12·20” 特别重大滑坡事故发生
后，截至目前，深圳市宝安区人民
检察院、 福田区人民检察院和龙
岗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对12名犯罪
嫌疑人以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
罪立案侦查， 并采取了刑事拘留
的强制措施。 光明新区城市管理
局副局长邓志雄、 市政服务中心
副主任曾科挺、 原光明新区光明
办事处查违办副主任朱武跃、深
圳市水土保持监督检测总站工程
师郑存辉等12名犯罪嫌疑人立案
侦查。 ■据新华社

深圳“12·20”滑坡事故
12名嫌疑人
被立案侦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
部长游钧18日要求， 整合城乡
医保，各省份要在2016年6月底
前对推进工作做出总体规划，
加强制度顶层设计， 明确时间
表与路线图。

游钧是在18日人社部召开
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整合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
意见》视频会上作此表述的。他
说，统筹地区要于2016年12月
底前出台具体实施方案， 并同
步做好预算安排、参保登记、费
用征缴等实施准备工作， 力争
2017年统一制度正式启动运
行。 ■据新华社

人社部：整合城乡医保
6月底前明确时间表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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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5年12月份70个大中城市
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
70城房价年末翘尾，16个月以
来首次出现同比正增长。

深圳房价仍在上涨

在连续15个月同比下跌
后，70个大中城市房价首次出
现了同比正增长。

从国家统计局数据来看，
2015年12月份房价同比上涨
的城市数量与上月持平， 依然
为21个，占30%。房价涨幅最高
的城市仍是领涨全国房价13个
月之久的深圳， 与2014年同期
相比暴涨47.5%；上海和北京分
别以18.2%和10.4%的涨幅紧

随其后。
值得注意的是， 房价同比

涨幅持续扩大。 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最新发布的研报显示，70
个大中城市12月份房价同比增
幅0.3%，16个月以来首现同比
正增长。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
级统计师刘建伟指出：“二手住
宅价格同比上涨的城市有35
个， 其中33个城市的涨幅比上
月有所扩大。”

三四线城市房价继续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
2015年12月份城市间房价分
化现象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
2015年12月同比价格下降的
城市有49个， 最低为辽宁丹东

市，降幅达5.3%。
环比方面，70个大中城市中，

价格下降的城市有27个， 持平的
城市有4个， 上涨的城市有39个，
比上月多6个。刘建伟说，由于各
城市供需状况各不相同， 城市间
房价分化现象仍非常明显。 一线
城市和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上
涨较快， 环比涨幅明显高于其他
城市； 其余二线城市环比较为平
稳； 大部分三线城市仍然处于库
存逐步消化阶段，环比仍在下降。

截至2015年12月底，易居研
究院监测的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库存总量为26090万平方米，
环比减少1.0%， 同比减少4.4%。
目前已经出现连续5个月库存规
模同比负增长的态势。

■据新华社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
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18日上午在中央党校开
班。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
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
神要聚焦发力， 首先必须下功
夫领会好、领会透。这是党中央
把大家集中起来进一步学习研
讨的主要考虑。 要深入学习领
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特别是要深入学习领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推动“十三五”时期我
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
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奋斗目标。

开班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李克强主持，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张德江、俞正声、刘云
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着力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十
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显
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 这是
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 分工
更优化、 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
进的必经过程。 实现这样广泛
而深刻的变化对我们是一个新
的巨大挑战。 随着经济总量不
断增大， 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 经济发
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 结构调
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抓住了创
新， 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牛鼻子”。

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增强发
展的整体性协调性。下好“十三
五” 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
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协调既是发
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
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
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
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
板和潜力的统一。

用改革的办法
推进结构调整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要着力形
成对外开放新体制， 要着力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强调， 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
会生产力，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
结构调整， 减少无效和低端供
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
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
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要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特
别是推动科技创新、 发展实体
经济、 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
政策措施， 来解决我国经济供
给侧存在的问题。 我们讲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既强调供给
又关注需求， 既突出发展社会
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
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
从生产端入手， 重点是促进产
能过剩有效化解， 促进产业优
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

党的干部
是党的事业的骨干

习近平指出， 新发展理念
要落地生根、变成普遍实践，关
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和行
动。要深学笃用，通过示范引领
让干部群众感受到新发展理念
的真理力量， 各级领导干部要
结合历史学，多维比较学，联系
实际学，真正做到崇尚创新、注
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
推进共享。要用好辩证法，对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进行科学设
计和施工。要创新手段，善于通
过改革和法治推动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 发挥改革的推动作
用、法治的保障作用。要守住底
线， 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中
及时化解矛盾风险， 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层层负责、人
人担当。

习近平强调， 党的干部是
党的事业的骨干。要加强对干
部的教育培训，开展精准化的
理论培训、政策培训、科技培
训、管理培训、法规培训，增强
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信心和
能力。

■据新华社

70城房价16月来首现同比上涨

西方国家解除对伊朗
的经济制裁， 意味一大波
伊朗石油即将进入全球市
场。 在国际油价跌至数十
年来的罕见低位时， 世界
第四大储油国卷土重来，
将产生多大的未知？

国际能源署说， 伊朗
有大约3800万桶浮动储备
可以进入市场。 伊朗先前
暗示，将争取日均100万至
150万桶原油进入市场。但
国际能源署预测， 伊朗实
际日均进入市场的原油可
能为40万至50万桶。 一些
分析师则认为， 今后6个
月， 这一数字可能维持在
30万桶左右。

英国CMC市场公司首
席分析师斯普纳说， 尽管
伊朗石油可能很快进入市
场，但伊朗仍需寻找买家，
“伊朗必须找到买家，而这
是关键问题之一”。

报道援引一名伊朗高
层消息人士的话说， 伊朗
锁定印度为主要石油出口
目的地。伊朗官员认为，对
中国、 韩国和日本出口大
幅增加的空间不大。 至于
欧洲市场， 美联社援引一
名伊朗油企高管的话报
道， 伊朗将力争恢复制裁
前 42%至 43%的市场份
额。

■据新华社

伊朗原油将入市，油价还要降？

荒坡上建起
光伏发电站

1月18日，工作人员在河南省汝阳县蔡店乡山上村驼峰山光伏发电站
巡查。该电站总投资2.5亿元，规划装机容量30兆瓦，共有12万余块晶硅光
伏组件，预计年发电量可达3356万千瓦时。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