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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 11月 13日电
在 13 日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 37 届大会上，中国以高票连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委员，
任期 4 年。

执行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主要机构，共有 58 名执委，由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选举产生，
任期 4 年，每两年改选半数，可以
连选连任。

根 据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的
相关规定，执行局委员选举以地
区 组 为 单 位 进 行 。 中 国 所 在 的

亚太组此次共有 7 个成员候选执
委，经过差额选举，中国在亚太
组得票第一，成功连任。亚太组
当选的其他成员还包括印度、日
本、孟加拉国、尼泊尔和土库曼
斯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
在国际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成
员最多的专门机构。该组织旨在
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各国
合作，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作出贡
献，其主要机构包括大会、执行局
和秘书处。

中国连任教科文组织执委

新华社专电 韩国总统朴槿
惠 14 日提议东北亚地区出版共同
的历史教科书，称这种做法有利于
促进和平与合作。

朴槿惠当天出席韩国国立外
交院创立 50周年活动，以欧洲国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做法为例，
阐述关于共同历史教科书的设想。

“如同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
兰那样，我们可以出版一本东北亚
地区的共同历史教科书。”她说。

朴槿惠说，东北亚正成为领导
全球经济增长最具活力的地区，并
且有潜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全球

最大经济区域。不过，实现这些美
好前景的前提是首先解决好历史
问题。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
日本和中国相互视为重要经济伙
伴，但这些国家间进一步的经济合
作却因日本对历史问题的态度而
受到制约。朴槿惠上台 8 个多月
来，始终没有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
正式会晤。

朴槿惠本月在一段专访中说，
如果日本政府仍然认为“没有必要”
就“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作深刻反省，
韩日首脑会晤就没有举行的意义。

韩总统提议东北亚
出版共同历史教科书

新华社专电 据韩国联合通
讯社 14 日报道，美国的一名朝鲜
问题专家认为，朝鲜最早可能在今
年年底前再次进行核试验，迫使相
关国家坐到谈判桌边来。

前白宫负责朝鲜问题高级官
员、目前担任乔治敦大学教授的维
克多·查在华盛顿和韩国媒体举行
的见面会上阐述了他的研判结果。
维克多·查说，他的判断是基于朝鲜
此前采取的一贯策略，那就是首先
采取强硬行动，然后再进行谈判。

维克多·查认为，除非围绕朝
鲜半岛核问题的外交斡旋取得突
破性进展，否则朝鲜可能在今年年
内或者明年春季再次举行核试验。

朝鲜在 2006 年首次引爆核设
施，在 2009 年和今年 2 月又先后两
次进行了核试验，使得朝核问题的
局势趋于复杂。

维克多·查认为，目前美国政
府的决策层已经将焦点转向伊朗
核问题，希望通过解决伊朗核问题
向平壤施加压力。

美国专家称

朝鲜今年或再次核试验

据新华社日内瓦 11月 13日
电 苏富比拍卖行 13 日晚在瑞士
日内瓦以 8300 万美元高价拍出一
颗 59.60 克拉的粉色钻石。苏富比
方面称这创下了宝石拍卖价的世
界纪录。

这颗名为“粉红之星”的粉色
钻石呈椭圆形，美国地质学会将其
评为浓彩粉色钻石，属极微瑕钻
石，十分稀有。苏富比拍卖行此前
估计拍卖价格最高为 6000万美元。

据悉，这颗钻石是全球钻石业
巨头德比尔斯公司 1999 年在非洲
发现的，原石重 132.5 克拉，技师经
两年时间琢磨而成。

近年来，苏富比拍卖行以彩色
钻 石 作 为 秋 季 拍 卖 的 重 头 戏 。
2010 年 11 月，苏富比拍卖行在日
内瓦以 4575 万美元高价拍出一颗
24.78 克拉的稀有粉色钻石，2012
年 11 月以 1086 万美元拍出一颗
10.48 克拉的蓝色钻石。

全球最贵宝石：8300万美元

新华社北京11月14日电 刚刚闭幕的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市场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将
由“基础性”向“决定性”转型，迅速成为海外媒
体热议的话题。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外界对中
国经济增长模式可持续性的疑虑加深之际，中
国领导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承诺改善政府
治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了更有效推动改革，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中国改革形势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十八届三中全
会明确了重视经济增长质量、重视市场作用的

方针。中国今后将通过理顺价格形成机制、进
一步向外资开放市场、激发民间企业参与、创
造新的就业等方式，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认为，中国共产
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
到“决定性”的界定，反映出希望借助市场为企
业提供更为公平的竞争平台，同时完善由市场
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
场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回应
了外界对市场化改革的期盼。

泰国《曼谷邮报》报道说，中国共产党承
诺在 10年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这意味着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通过彻
底革新实现经济增长。在中国以往的政策声
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一直发挥基础性作

用。此次市场角色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寻求进
一步释放市场活力，这是一个革命性突破。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说，中国
领导层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上启动了范围广泛、影响深远和雄心勃勃的经
济社会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
场的关系，让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决定性作
用。中国共产党决心在 2020年前在重要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西班牙《国家报》报道说，十八届三中全
会让中国向前迈出关键一步，加速推动这个国
家 30多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领导
人承诺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以及私人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此
外，中国领导人强调将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

度、丰富民主形式，尊重人民主体地位。
智利《信使报》报道说，“2020 年目标”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在本届政府任内进行更加彻
底改革的决心。中国共产党强调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令人鼓舞的举
措。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第一步将是建立
一个开放和统一的经济，引入有序的竞争机
制，消除壁垒以促进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南非《商业日报》报道说，受到全世界关
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简政放权的全面改
革方案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使这个国家经
济更为稳健，人民更加富有，政治改革也将得
以更为顺利地推进。这次三中全会与 1978
年、1993 年那两次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三
中全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

外媒聚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

“健保交易所”网站是奥巴马医改法案
的关键举措，旨在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
民众提供选购平价医保的网站。目前加利
福尼亚等 14 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政府自
行设立“健保交易所”网站，这些网站总体
运行良好；但是弗吉尼亚等其他 36 个州使
用联邦政府设立的“健保交易所”网站，该
网站自 10 月 1 日正式启动以来不断出现技
术故障，大多数访客难以完成注册，更难进
入申请环节。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
示，在“健保交易所”挂牌的首月，在自行设立

“健保交易所”网站的1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
约有7.94万人完成了申请；而在36个使用联
邦政府所设立的“健保交易所”网站的州，只
有约2.68万人完成了申请。

西贝利厄斯此前已在国会听证会上公
开为“健保交易所”网站的技术故障道歉，
并承诺在 11 月底之前解决该网站使用不

便的问题。“健保交易所”网站故障也导致
奥巴马总统近期的民意支持率下滑，反对
医改法案的共和党人士则要求废除或大幅
修改该法案。

奥巴马医改法案在 2010 年成为法律，
旨在扩大美国的医保覆盖率，达到接近全
民医保的目标，其推行主要依靠如下途径：
一是在“强制医保”的条款下，让中等收入
的无医保者在“健保交易所”网站购买政府
提供补贴的医疗保险；二是让联邦政府和
地方政府共同出资的医疗补助计划“扩
容”，覆盖更多低收入民众；三是强制雇员
人数超过 50人的雇主为全职雇员购买医疗
保险。 （综合新华社电）

▶11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德克萨
斯州达拉斯宣传医改法案，当地一名医改抗议
者高举标语牌等候奥巴马的到来，标语牌上写
着：“谎言，谎言，谎言！” 东方IC供图

医保网站故障多 申请民众难注册

新政难行
奥巴马“压力山大”

英国王储查尔斯 11月 14日迎来 65岁生
日，正式跨入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队
伍。英国媒体说，鉴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健
康状况良好，作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查
尔斯还得一边拿着退休金，一边等待正式

“上岗”之日。

异国庆生
生日当天，查尔斯和王妃卡米拉在印度

访问，将乘飞机前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出
席当地英国大使馆的招待会。第二天，他将
代表英女王出席两年一度的英联邦政府首脑
会议。

查尔斯的一名发言人说，为表达对查尔

斯生日的庆祝，使馆招待会上“可能会有人献
唱，可能还有生日蛋糕”。

法新社报道，查尔斯上周收到一份特殊
生日礼物。来自印度首都新德里最大贫民窟
的孩子们给他送上一个自制巧克力蛋糕，上
面裱有数字 65。

他和卡米拉把 13日选为 9天访印行程中
的“休息日”，在印度南部港口城市科钦的一
家五星级酒店提前庆生。法新社报道，王储
夫妇在那里享受当地传统水疗服务。

悉数捐赠
按英国养老金制度规定，查尔斯曾在英

国皇家海军服役，多年来承担大量慈善工作，

因此在年满 65 岁后每周能领到 110.15 英镑
（约合 176 美元）养老金。查尔斯说，将把养
老金全部捐赠给一个用于关爱老年人的慈善
项目。

美联社说，作为英国王储，查尔斯自然不
需要这笔退休金“养老”。他名下的康沃尔公
爵领地足以确保他每年收入数百万英镑。

这片领地是英国王室在 14 世纪设立，目
的是为了保障王室稳定收入。查尔斯 21 岁
生日时，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把康沃尔公爵领
地赐给他。

不急上岗？
查尔斯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

王的大儿子，1952 年成为王储，是英国历史
上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位王储。

现年 87 岁的女王近年来减少出访，有意
让查尔斯代替她出席各种国际场合，释放明
显交权信号。

15 日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也将
由查尔斯代替女王出席，而女王此前几十年
间仅有一次没有亲自出席这一重要会议。利
特尔认为，这次场合对查尔斯而言“意义重
大”。

利特尔也认为，查尔斯享受继承王位前
的这份“自由”，将“利用这段时间”保持他对
环保、宗教、教育等问题的鲜明观点，推广他
奉行的理念。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八旬女王心未老 花甲王储已白头

查尔斯还没“上岗”就“退休”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西贝利厄斯
11月13日宣布，在10月1日至11月2日期
间，约有10.62万美国民众通过“健保交易所”
网站完成医疗保险申请并选择了医疗保险保
单。这一人数远不及此前约 50万人的预期
目标，显示奥巴马医改法案推行出师不利。

11 月 13 日，在索马里邦特兰省，人们拯救一匹被洪水围困的骆
驼。索马里官方 13 日说，该省日前遭受热带风暴袭击，造成的死亡人
数可能达到 300人。 新华/法新

热带风暴致索马里300人死亡

▲孙博的平顶山学院英

语教育专业毕业证书（编号：

109191200606001162）丢 失 ，

现声明作废。

▲孔令帅二级建造师执

业 印 章 遗 失 ，注 册 号 ：

241070807157，证 书 号 ：

0014308，声明作废。

▲靳紫鑫出生医学证明遗

失，编号：M410682602，声明作废。

▲河南省恒基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董亚峰一级建造师

执 业 资 格 证 丢 失 ，证 号 ：

0206119，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提质增效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洛龙模式
按照省、市局“一站式”纳税服务的要

求，为切实推行“窗口受理、内部流转、限
时办结、窗口出件”的办税模式，洛阳市洛
龙区地税局在推行“一窗式”办税服务的
基础上，经过近一年的探索与实践，逐步
形成了“一站式”办税服务的良好格局，提
高了办税效率。“一站式”服务运行以来，
共受理即办事项 52582次，限时审批业务
315项，单项平均审批时间由 7天缩短到
2.5 天，办税的效率和质量明显提升。

制定详细规章，明确工作要求。“一站
式”办税服务通俗地说就是把纳税人跑腿
的事全部转化为地税机关内部流程，减少
群众的麻烦，提高办税效率。这些事说起
来容易，真正做起来要涉及到基层人员的
岗位职责、工作方式、办税流程等多方面
的变化，要求全体地税人员必须转变观
念，统一认识，熟练掌握“一站式”服务的
工作流程和业务需求。为此，洛龙区地税
局于年初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先后制定
下发了《关于推行“一站式”服务的通知》

和《“一站式”服务实施规范》，对实施“一
站式”服务的目的、意义、办理内容、岗责
调整、工作要求及考核评价提出了明确要
求，对业务类别、服务内容、受理方式、办
理流程、监督考核等进行详细说明，明确
了工作要求。

简化工作流程，明确办结时限。“一
站式”服务目的是减少审批事项办理环
节，加速内部流转，节约办税成本。为
此，在具体工作中，该局制作了“一站式”
服务申请单、受理告知单、业务流转单、
服务中止单、服务终结单 5 类单据，规范
了流转传递方式，对外将纳税人办理涉
税业务划分为即办事项和限时办结事项
两类；对内将涉税事项分成 6 大类 55 个
项目，制定了“一站式”办税服务操作流
程，进行了明确，简化了工作流程，明确
了办税时限，并进行了反复的动员和培
训，使每一个人都明确自己该干什么，应
该怎么办，统一了思想，明确了责任。对
于即办事项，如税务登记、申报，发票领

购、代开、缴销等，实行即到即办。对于
限时办结事项，如税务登记注销、减免税
审批、抵税退税等需要税务部门审批的
事项，严格按照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
制和限时服务制的要求，实行“一窗式”
受理、“一站式”服务。

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科学流转。通
过 开 发 应 用“ 办 税 服 务 管 理 信 息 系
统”，对日常需要税务部门审批、认定
等 事 项 ，采 取 窗 口 受 理 ，网 上 流 转 传
递 ，审 批 资 料 网 下 交 接 ，短 信 同 步 提
醒，受理窗口出件的流转模式进行传递
审批。在大厅受理窗口添置了高分辨
率的图像采集仪，通过影像采集，由服
务窗口对受理的涉税事项和相关资料
进行同步图像采集上传，依托“办税服
务信息系统”将审批信息和影像资料在
税所、业务科室、主管领导等审核环节
之间进行传递，避免了纸质资料频繁传
递，降低了办税成本，实现了办事效率
的显著提高。 （李璟民）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新乡市卫滨区人民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规范财务管理，严格公车使用取得显著效果。

该院集中学习《八项规定》、《检察人员八小时外行为禁令》
等禁止性规定，严格规范财务管理制度，日常公务接待一律在
单位公务灶，截至 10月底，该院招待费较往年同期下降 30%。

该院车辆由原来各科室分散管理改为由计财部门统一管理，
在制度上有效避免公车私用。在今年9月份，该院为所有警车安装
了GPS定位系统,对警车运行轨迹实行实时监控，该举措实施2个
月来，该院警车运行费用同比下降25%。 (吴运生 王艺霖)

卫滨区检察院 贯彻八项规定展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