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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 14 日消息，国务院
最近批复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
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主要职责包括：在国
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组织
研究和协调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中的重大问题，统筹收入分配政
策与规划、产业、价格等政策的协

调联动，提出年度重点工作安排；
整体推进改革总体方案与部门专
项改革的衔接配套，加强部门沟通
和信息共享，会商推动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专项改革。

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 21 个部门和单位组成。联席
会议由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同志
担任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
责同志为联席会议成员。

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 按
照国务院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有
关要求，目前全国省级不动产统一
登记工作已全面铺开。河北、山
东、江苏省级层面职责整合基本到
位。江苏省明确要求积极推进市
县不动产登记整合工作。

记者 14 日从国土资源部地籍
管理司（不动产登记局）获悉，围绕

职责、机构整合等不动产统一登记
2014 年工作重点，截至目前全国已
有 17 个省（区、市）明确由国土资源
部门牵头负责不动产统一登记职
责整合工作，包括天津、河北、内
蒙、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
江、江西、山东、湖北、湖南、海南、
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其中，河
北、黑龙江、山东、湖北、江西等 5 个

省已经正式建立不动产登记联席
会议制度，北京、辽宁、黑龙江、广
东、四川 5 省（市）已在国土资源厅

（局）内成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领
导小组，启动了相关工作。

据国土资源部地籍管理司（不
动产登记局）负责人介绍，按照不动
产登记部际会议有关要求和国土资
源部有关部署，各地正采取措施，积

极推动不动产统一登记职责和机构
整合工作。目前河北、山东、江苏 3
省已印发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文件，
省级层面职责整合基本到位。河北
省明确由国土资源厅负责全省不动
产登记工作，并在国土资源厅地籍管
理处加挂不动产登记局牌子；山东省
明确将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到国土
资源厅，并在厅内设立不动产登记管

理处，按照“人随职能走”原则，从相
关部门划转行政编制到国土资源厅；
江苏省明确由国土资源厅负责全省
不动产登记工作，按“编制随职能
走”、“人随事走”原则，适当加强国土
资源厅相关机构和人员，在国土资源
厅设立不动产登记局，并强调积极推
进市县不动产登记职责、机构整合工
作，适当加强不动产登记力量。

据新华社长沙5月14日电 记
者 14 日从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获
悉，历经 10 个多月的侦办，葛兰素
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GSKCI）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
行贿、单位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
已侦查终结，于日前依法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大肆行贿牟取暴利

侦查机关现已查明，2009 年 1
月犯罪嫌疑人马克锐就任犯罪嫌
疑单位 GSKCI 处方药事业部总经
理后，为了完成 GSK 总部下达的高
额销售增长指标，在犯罪嫌疑人张
国维等人支持下，先后组建和扩充
了多个销售部门，将贿赂成本预先
摊入药品成本，并组织各部门在虚
高药价条件下，通过大肆贿赂医
院、医生、医疗机构、医药相关协会
组织等医药销售相关部门及其所
属人员推销药品，牟取非法所得数
十亿元。

据侦查机关介绍，GSKCI 在中
国销售的药品大多冠以海外原研
药名义，在药品进口前通过转移定
价的方式，增高药品报关价格，在
将巨额利润预提在境外的基础上，

设定高额销售成本用于支撑贿赂
资金。GSKCI 药品的价格远高于
在其他国家的价格，最高的达到其
他国家的 7 倍。在此期间，马克锐
等犯罪嫌疑人组织其财务部门，采
取在 GSK 内部虚假交易的手段，将
在中国境内的绝大部分违法所得
作为采购成本转移到境外预设的
公司结算。

销售链成贿赂链

侦查表明，为了刺激增加销售
额，GSKCI 采取多种方式鼓动销售
员工“轻合规，重销售”，不但向员
工提供高额销售费用，还制定了奖
惩制度，完成销售指标获得高额奖
金，完不成者则面临着被解雇或无
法升迁的命运。在这种畸形的考
核目标和制度导向下，GSKCI 下属
销售员工采用各种方法大肆进行
贿赂活动。

在处方药和疫苗销售过程中，
GSKCI 下属各药品生产企业、与经
营相关的各部门全面参与，建立自
营药品销售、外包药品销售、“冷
链”（疫苗）销售、大客户团队销售、
危机公关五条“贿赂链”，形成了医
药代表贿赂医生、地区经理贿赂大

客户、大区经理贿赂 VIP 客户、市
场部贿赂专家、大客户部贿赂机构
的贿赂网，贿赂销售行为涉及全国
各地。

设障碍排挤国产药

侦查机关查明，为抢占市场
份额，GSKCI 通过贿赂设置排他性
障碍，提高药品市场销量。 2010
年以来，因肝炎药“贺普丁”专利
药资格到期、大量国内仿制药即
将大量上市，GSKCI 先后实施所谓

“长城计划”、“龙腾计划”，行贿数
千万元，并明确要求不得采用国
产 同 类 药 品 。 实 施“ 长 城 计 划 ”
后，不少医院不再采购贺普丁国
内同类药品。

此外，在近年的贿赂销售过程
中，全国多地工商部门不断接到该
公司涉嫌商业贿赂的举报并立案
调查。2012 年，犯罪嫌疑人马克
锐、张国维、赵虹燕组织人员成立
危机应对小组，先后向北京、上海
等地工商行政执法人员和关系人
行贿，意图阻止工商部门对其查
处，直至 2013 年 6 月被查获。

目前，检察机关正在对此案进
行审查。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中国移动 14 日宣布，将自 6 月 1 日
起面向全国客户推出新的 4G 资费
标准，不仅大幅下调资费水平，而
且打破了流量月度清零的计费方
式。

对比现行资费，中国移动 4G
新资费的门槛更低，价格更实惠。
全新推出的 30 元 500M 流量包，切
实放低了 4G 套餐的使用门槛，可
满足更多 4G 入门客户的使用。而

4G 飞享套餐也增加了多项中低档
位的套餐，最低档位套餐从 88 元
降低到 58 元。

此外，中国移动还将 2G／3G
套餐外流量资费统一下调为 0.29
元／MB，与 4G 套餐保持一致。

令人关注的是，中国移动此次
推出了流量“季包”和“半年包”，这
意味着传统运营商流量月度清零
的计费方式被彻底打破，用户的手
机流量使用周期更长更灵活。

●记者 5月 14日从海关总署获悉，近日出台的《京津冀海关区
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自今年 7月 1日开始，率先在北
京海关、天津海关启动实施通关一体化改革；10月份前后，将扩大
至石家庄海关，实现在京津冀海关的全面推开。

●据中国广核集团 5月 14日通报，该集团下属的红沿河核电
站 2 号机组 13 日通过 168 小时试运行试验，具备商业运营主要条
件。至此，我国在运核电机组总数达到 20台，总装机容量达 1807
万千瓦。

●5月 13日，乌克兰一支装甲车队在新近宣布“独立”的东部
顿涅茨克州遭到伏击，7名乌军士兵身亡，另有 7人受伤。同一天，
俄罗斯针对美国制裁宣布“反制措施”，涉及国际空间站、火箭发动
机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等多个领域。 （均据新华社电）

省级不动产统一登记全面铺开

土耳其矿难已致238人遇难
事故原因为配电器故障引发爆炸

金钱开道欺行霸市 抬高药价牟取暴利

葛兰素史克涉贿案移送起诉

左图 5月 13 日，在土耳其
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地区，救援
人员搀扶一名受伤的矿工离开
事故现场。

上图 矿工家属在等待救
援消息。

新华社发

据报道，事故发生在该煤矿
150 米深的矿井下，正值矿工换
班。当时一个配电器发生故障，
引起爆炸和大火，许多矿工因吸
入大量浓烟窒息死亡。土耳其
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耶尔德兹
说，事发时有 787 名矿工在井下
作业。此前有媒体报道，爆炸发
生时约有 580 名矿工在工作。目
前，事故已导致 238 人死亡，386
名被困人员获救，80 多人受伤，
其中 4 人伤势严重。

事发后，数十辆救护车和一
架直升机赶到现场，4 个救护队
立即展开救援工作，并向矿井内
输送氧气。当地媒体进行了电
视现场实况报道，矿区周围有很
多人情绪激动，一些矿工抱怨煤
矿工作条件差，有的矿工家属得
悉家人遇难消息后晕倒在地。

能源和自然资源部长耶尔
德兹从首都安卡拉赶到现场指
挥。耶尔德兹说，“问题比我们
预想的严重，遇难者人数可能进

一步增加，并可能成为土耳其最
严重的一次矿难”。

土耳其总统居尔已下令马
尼萨省政府动用所有手段开展
救援工作。埃尔多安总理已取
消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并前往
马尼萨省慰问遇难者家属和受
伤人员。一些反对党领导人也
取消了出访计划。一些工会组
织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
密尔、安塔利亚等 9 个城市举行
示威活动，抗议政府对煤矿的安

全疏于监管，并要求事故的处理
过程透明。

土耳其政府 14 日宣布，13 日
至 15 日为国家哀悼日，所有土耳
其政府机构及驻外使领馆降半
旗志哀。

有关矿难的具体原因仍在
调查中，但耶尔德兹已排除甲烷
气体爆炸的可能性。土耳其劳
动和社会保障部说，事故煤矿最
近一次安全检查是在 3 月 17 日，
没有发现违规的安全隐患。煤

矿所有者“索马资产”发表声明
说，该煤矿事发前采取了最大限
度的安全措施，事故后则全力快
速应对。

由于安全条件普遍较差，近
年 来 土 耳 其 煤 矿 事 故 频 发 。
2013 年 1 月，土耳其西北部宗古
尔达克省发生煤矿瓦斯爆炸事
故，造成 8 人死亡。1992 年，宗古
尔达克省一座矿井曾发生爆炸，
造成 263 人死亡。

（文图均据新华社）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地区的一个私营煤矿5月13日

下午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至少 23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土

耳其政府14日发表声明，宣布13日至15日为国家哀悼日。

国务院同意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中移动大幅下调4G资费
流量不再月度清零

■简明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国家卫生计生委 14 日发布首个

《中国家庭发展报告》，对中国家
庭 60 多年来变迁的特点和趋势
作出系统分析。报告显示，中国
家庭户平均人数已从上世纪 50
年 代 的 5.3 人 减 少 至 2012 年 的
3.02 人，中国已是平均家庭规模
较小的国家。

报告说，家庭户规模小型化
是社会、经济、文化、人口等多方
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人口
变化的角度看，结婚年龄的推迟，

不婚率和离婚率的提高，低生育
率、寿命的延长、人口流动等，都
导致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小。

报告还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
来，中国 1 人户和 2 人户的微型家
庭数量迅速增加。到 2010 年，这
两类家庭户已接近全部家庭户的
40％，共计 1.6 亿户。其中，由夫
妇二人组成的核心家庭比重大幅
提高。这主要是由于中老年夫妇
不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同住，以及
更多的年轻夫妇选择推迟生育甚
至不生育等原因。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14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5 月 1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部署加快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和薄弱环节
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讨论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创新
驱动，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商务服务、市场营
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促进提升国民经
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一是加强新材料、新
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鼓励设立工业设计企
业和服务中心，发展研发设计交易市场。二
是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和货物配载中心，
加快标准化设施应用，推进第三方物流与制
造业联动发展。三是提高信息技术服务水
平，促进工业生产流程再造和优化。加快农
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合同能源管
理，积极发展社会化节能环保服务体系。四
是推广制造施工设备、运输工具、生产线等融
资租赁，创新抵押质押、发行债券等金融服
务。发展战略规划、营销策划、知识产权等咨
询服务。五是鼓励服务外包，加快发展第三
方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大力培养生产性服务
业急需的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放宽
市场准入，减少前置审批和资质认定项目，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简化审
批程序，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境外投资便利化
程度。有序放开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
流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研发设计、检验检
测认证、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可申
请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享受相应所得税优
惠。尽快将“营改增”试点扩大到服务业全领
域。鼓励金融机构采取多种方式，拓宽企业
融资渠道。

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修订草案）》。修订草案重点作了以下
完善。一是对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环节
实施最严格的全过程管理，强化生产经营者
主体责任，完善追溯制度。二是建立最严格
的监管处罚制度。对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
度，构成犯罪的，依法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加
重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问责。三
是健全风险监测、评估和食品安全标准等制
度，增设责任约谈、风险分级管理等要求。四
是建立有奖举报和责任保险制度，发挥消费
者、行业协会、媒体等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
治格局。会议决定，修订草案经进一步修改
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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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显示

家庭规模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