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快读

银率网最新的调研报告
显示， 持有3张以下银行信用卡
的人数有所下降， 而持有4张以
上信用卡的人数开始攀升。

分析认为，一方面，目前
银行信用卡发行上不再以
“跑马圈地”为主，而是开始
精耕细作，持有他行信用卡，
并且有良好还款记录的持
卡人成为银行争抢的发卡
客户，这造成“一人多卡”现
象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银

行信用卡优惠日益细化，不
少持卡人也愿意多办一些信
用卡来享受不同银行信用卡
优惠。

调查显示， 持有4张以
上信用卡的持卡人在年龄方
面主要集中在31岁至40岁
之间，以江苏、浙江、北京和上
海四地的人最多，年收入主要
集中在6万元至20万元， 尤其
以6万元至12万元的人最多，
学历主要集中在本科。

为何此类人群持有多张
信用卡呢？ 银率网分析师华
明认为， 此类人群通常都已
经有一定经济基础， 比刚进
入社会的年轻人收入更高、
消费能力更强， 因此银行更
愿意为他们批卡， 这些人群
主要集中在经济活跃的江浙
地区， 他们收入不低但又不
是特别高， 对于资金周转有
非常强烈的需求。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22日
发布公告称，2015年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总局共批准342个药品上市注
册申请。

公告称，去年获批上市的药品
中，共有中药、天然药物上市注册
申请76个，化学药品上市注册申请
241个，生物制品上市注册申请25
个。

据了解，去年批准上市的中药、
天然药物中， 有用于升高白细胞的
地榆升白胶囊、 清热解毒、 消斑化
瘀、祛风止痒的复方青黛片，补肾活
血、强筋壮骨的骨松宝片等。化学药
品中， 包括治疗高血压的奥美沙坦
酯胶囊、 肿瘤辅助用药盐酸帕洛诺
司琼胶囊等。生物制品中，包括治疗
用人血白蛋白、 预防用Sabin株脊
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等。

去年我国共342种药品
获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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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2
日召开会议， 讨论国务院拟
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政府
工作报告稿和审查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
案稿。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
平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十三五”时
期， 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 坚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布局，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
务，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
效供给， 满足有效需求，加
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
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
进， 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
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2016年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
开局之年， 也是推进结构性
改革的攻坚之年。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按照党中央部署和
要求，按照“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
改革开放， 坚持以新发展理
念引领发展， 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适应经济发展
新常态，实行宏观政策要稳、
产业政策要准、 微观政策要
活、改革政策要实 、社会政
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把握
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
能， 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
势，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强
民生保障，做好重点领域风
险防控。

会议指出， 实现今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要稳
定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继
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
健的货币政策， 创新宏观调
控方式，加强区间调控、定向
调控、相机调控，为经济发展
和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环
境。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持续增长动力。

■据新华社

一份法庭开庭传票，因为快递
员私自代签并丢失，未能送达案件
当事人手中， 致使案件开庭庭审
时，原告方无人到庭。近日，广州市
白云区法院认定涉案速递公司的
投递行为妨害民事诉讼，对其罚款
10万元。

2015年7月22日， 白云区法院
在审理一起继承纠纷案中，以法院
专递的方式向案件原告方邮寄送
达该案的开庭传票。速递公司的官
方网站上查询结果显示，该专递已
于当月24日投递成功， 签收人为
“本人收”。

然而， 当去年8月28日该案开
庭庭审时，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均
没有到庭参加诉讼。经电话联系原
告方，原告及其委托代理人都表示
未收到传票。事后，速递公司向法
院发函称，投递员在投递过程中私
自代签收件人姓名，并已将法院专
递邮件遗失。

■均据新华社

从婚姻到房产， 从个人
收入到子女经商……新年
伊始，各单位的领导干部个
人有关事项报告集中填报。
这项不断完善的制度， 正成
为制度反腐的“重要一环”，
对领导干部产生重大的纪
律约束作用。

如实填报：
房子差1平方米也不行

领导干部们去年底刚填
完一张有些“特殊”的表格：
个人事项报告。包括个人婚
姻状况、 收入所得、 出国
（境）、 子女移民等14项情
况，都必须如实地填报。

云南某国企一名处级干
部， 仅仅因为去年买的理财
产品未填报利息，被人事部
门打回来要求重新填写；昆
明市政法系统一名干部多
年前将房子指标转卖给别

人， 但购房合同上还是他的
名字， 只好翻箱倒柜找出当
时的合同； 昆明市五华区一
名科级干部未成年时父母购
买了房子落到自己名下，专
门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接受采访的领导干部普
遍认为， 今年的个人事项报
告堪称“史上最严”。以前的
表格只有几行很简略， 现在
有10页，范围广、要求细，哪
些要填、 哪些不填都说得很
清楚。

“谁也不想为这个事儿
犯错误”

记者在领导干部个人事
项报告表上发现，共计10页
14项内容中，配偶、共同生
活的子女不仅要求填写房
产、 股票、 期货等， 移居国
（境）外情况也得如实填写。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认为：“这有利于从源头上
预防和治理‘裸官’现象。”

“既有预防也有查处，起
到了标本兼治的作用。”中央
党校教授谢春涛认为，“史上
最严” 的领导干部个人事项
申报， 不仅查的力度比过去
大， 而且查出来后有实在的
追责，没人敢不当回事。

北京、贵州、海南以及云
南等地还将正科级干部也纳
入个人事项申报范围， 汪玉
凯认为，“这意味着反腐在取
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从
抓重点到全覆盖， 不等‘苍
蝇’长成‘老虎’再打。”

“每年申报一次，不仅
可以使组织掌握情况， 也给
领导干部及时提醒： 你得经
得起查。”谢春涛认为，领导
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成为
“反腐利器”的关键在于查处
“动真格”。

■据新华社

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新松机
器人自动化公司近日在沈阳宣布，
其自主研发生产的复合型机器人
已经开始批量生产。

新松此次推出的复合型机器
人为国内首创，与国际领先机器人
厂商推出类似产品的时间几乎同
时，在精度、速度等指标上不相上下。

复合型机器人自去年11月亮
相世界机器人大会后，便受到市场
的青睐， 至今已经销售40余台，销
售收入5000多万元，主要应用于半
导体、电力等行业，近日还有国外
公司前来洽谈购买。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个人事项申报制度成“反腐利器”

财产填报：房子差1平方米也不行

中国自主研发的复合型
机器人开始批量生产

私自代签弄丢法院传票
快递公司被罚10万元

信用卡市场加速进入“一人多卡”时代

2月22日， 在台北南门市场经营汤圆生意的钟曾春玉老人在展示一款汤
圆。当日是元宵节，台北市民纷纷选购汤圆，欢度元宵佳节。 新华社 图

元宵节里
汤圆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