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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卢淳杰会见深能源集团董事长高自民

我市创建具有潮州特色测绘
保障新模式

加快推进城市燃气等项目建设

建成主城区等
航空影像数据

本报讯（记者 吕晓扬）昨天下午，市
委书记许光、 代理市长卢淳杰会见深圳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高自民
一行， 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城市清洁能源产
业合作展开探讨交流， 表示将加强沟通协
作，加快推进城市燃气、垃圾发电等项目建
设，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会见中，许光指出，作为
“中国瓷都”，潮
州燃气需求量呈现连年快速增长趋势。为加
快城市化进程、产业转型升级，潮州正着力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覆盖全市的燃
气输送网络，实现燃气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
为深圳市大型骨干国有企业，深能源集团已
参与到潮州的经济建设中，垃圾发电、城市

燃气等项目合作顺利。 许光表示，潮州将不
断优化政务环境，为深能源集团在潮州投资
提供优质服务。希望深能源集团加快垃圾发
电、城市燃气等项目建设进度，促进项目尽
快发挥效益； 同时进一步展开深层次合作，
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共赢发展。
高自民表示，深能源集团看好潮州的发

展前景。 未来几年，集团将集中人力财力物
力，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垃圾发电、城市燃气
等项目，为提升潮州公用事业服务水平作出
应有的贡献。 他表示将加强沟通联系，寻求
在城市清洁能源产业领域的进一步合作，致
力为潮州提供持续、可靠、充足的清洁能源。
市委常委、副市长殷昭举参加活动。

市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今后5年工作目标

妇儿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护
本报讯 （记者 杨蕾 实习生 张文
絮） 市妇女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于29日至30
日在市党政机关会堂召开， 全市各界妇女
代表200多人出席了大会。 会议要求广大妇
女更加自觉地服务大局、服务妇女，更加坚
决地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更加坚
定地建设“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更加
有力地推动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实施， 为建
设富裕潮州、美丽潮州、文明潮州、幸福潮
州作出更大贡献。
市领导许光、卢淳杰、汤锡坤、谢烈鹏、
陈丽文、徐和、张帆、刘爱华、李娜以及我市
各群团组织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省妇联副主席刘兰妮到会祝贺。 她希望
潮州市广大妇女继续发扬进取、拼搏和团结
精神，在学习中涵养品格、提升素质，在实践
中增长才干、磨炼意志，积极争做
“
一个目标、
两个最佳、三大抓手”发展思路的实践者；各
级妇联组织要立足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妇女的切身利益。
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帆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他希望我
市广大妇女胸怀大局、 牢记使命、 奋发有
为，在崇尚学习中塑造时代女性新形象，在
建功立业中创造改革发展新业绩， 在传承
美德中倡导文明和谐新风尚， 为我市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丁静娟代表市妇女第十一届执行委员
会作报告。 报告提出，今后五年，我市妇女
工作的目标是：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儿童
优先原则进一步落实； 妇女参与经济社会
建设贡献率进一步提高； 城乡妇女儿童发
展差距不断缩小，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得到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
潮安区：

全面加快推进
依法治区

切实保护； 妇联组织自身建设得到显著加
强， 培育和输送妇女干部的重要基地作用
充分发挥。

会议选举产生了市妇联第十二届执
行委员会委员。 丁静娟当选为新一届市妇
联主席。

▲昨天上午， 潮州市妇女第十二次代
表大会在市党政机关会堂召开。
本报记者 陈宏文 摄

前三季度全市进出口154.7亿元
出口略增1.1% 进口猛降54.4%
中央财政将用3年时间集中
投入超过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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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蕾 实习生 张文
絮） 记者从昨天在我市召开的粤港澳测量
师学术交流会上获悉， 我市将传统基础测
绘与全市重点测绘专项工作相结合， 探索
创建了具有潮州特色的测绘保障新模式。
如今， 我市正处于经济社会建设转型
发展阶段，中心城区扩容提质、交通基础建
设大会战、 产业园区扩能增效等是我市正
在大力实施的重大战略， 所有这些都离不
开测绘地理信息的支撑和保障， 迫切需要
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和先进技术提供支持和
服务。 为此，我市始终坚持把为社会经济发
展提供保障服务作为测绘地理信息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目前探索创建了具有潮
州特色的测绘保障新模式。 它以我市重点
测绘专项工作为主体， 以传统基础测绘项
目为补充， 保障当前亟需测绘成果支撑的
城市重点发展区域的建设需求。 我市测绘
了中心城区1:500地形图，建设了主城区、潮
州古城、 韩江东岸以及各工业开发区0.2米
分辨率航空影像数据， 告别了以往基础测
“
一穷二白”的窘迫局面。截
绘地理信息成果
至目前，测绘成果已在我市公安、民政、旅
游、规划、水利、应急等领域得到推广。

本报讯（记者 陈培娜）记者近日从
汕头海关获悉，今年前三季度，我市进出
口154.7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
下降16.6%。
据汕头海关统计， 今年前三季度，潮
州市出口127.7亿元，增长1.1%；进口27亿
元，下降54.4%。 9月份当月进出口17.9亿
元，下降19.2%，环比增长7.6%。其中，出口
14.9亿元，下降3.1%，环比下降1.9%；进口
3亿元，下降55.8%，环比增长1.1倍。
统计数据显示， 民营企业仍是我市外贸
主力军。 前三季度，潮州民营企业进出口98.2

亿元，下降21%，占63.4%。 其中，出口90.2亿
元，增长5.8%，进口8亿元，下降79.5%。 据了
解，欧盟、东盟、美国和中东是我市主要出口
市场，主要进口来源地是东盟和阿联酋。 前
三季度潮州企业对欧盟出口20.5亿元，增长
11.9%，对东盟出口19.4亿元，增长4.6%。 同
期，自东盟进口8.6亿元，下降62.2%，自阿联
酋进口6.8亿元，增长4.8倍。
我市进出口商品结构相对稳定， 出口
以传统产品为主，进口以能源类产品为主。
出口方面，陶瓷是我市出口的主打产品，今
年前三季度出口47.5亿元，增长5.8%；出口

机电产品19.4亿元，增长9.4%；农产品18.4
亿元，增长29.4%；服装及衣着附件15.5亿
元，下降14.2%；鞋类10.1亿元，下降11%。
上述5种产品合计出口占同期潮州市出口
总值的86.9%。
进口方面，进口液化石油气及其他烃
类气13.5亿元，增长94.6%，煤及褐煤8.6亿
元，下降80%，初级形状的塑料1.5亿元，下
降57.6%。 据分析，煤炭是潮州市主要的进
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及国内煤价
持续走跌的叠加影响下， 进口大幅下降，
这是导致我市进口降幅加大的重要原因。

市国税推行“
同城通办”涉税业务

企业实现就近办税省时省力
本报讯（记者 阮冰莹）
“同城通办，
今年以来，市国税局以纳税人需求为 实现“四个覆盖”、“六个通办”，即覆盖国
使办税变得好轻松”，近日，我市一家连 出发点，在全市范围内所有办税服务厅推 税部门所有主要税种（车辆购置税除外），
锁医药零售企业的办税员专程向市国税 行“同城通办”涉税业务，实现征管业务 覆盖所有纳税人，覆盖大部分日常涉税事
局送来了一封感谢信。 原来，自市国税局 “管理分区域，服务不分区”。 全市纳税人 项，覆盖全市所有行政区域，实现了税务
推行同城通办涉税业务后，该公司的各项 可以不受经营地点和所属主管国税机关 登记的“通受通办”， 各税种申报缴纳的
涉税业务实现就近办理，所用时间缩短至 的限制，自主选择到全市17个办税服务厅 “通报通缴”，普通发票的“通验通领”，专
20、30分钟，再也不必像以往一样，每月 中的任意一个办税服务场所办理税务登 用发票的“通抄通认”，税收证明的“通查
花3到5天时间驱车来回于各乡镇所在办 记、申报征收、发票认证、发票领购和验 通开”，税务咨询的“通问通答”，获得普遍
税服务厅办理，极大节省了办税的时间和 旧、简易处罚等5大类12项征管业务。
好评。 截至目前， 已经办理跨区涉税业
成本。
据了解，目前，该局的“同城通办”已 务约2700件次。

市公安机关在环闽检查站查获一运输毒品车辆

现场查获冰毒约4公斤
本报讯 10月27日， 我市公安机关在
粤闽省际环闽检查站查获一运输毒品冰
毒的套牌车辆，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名，
查获冰毒约4公斤，并扩线抓获另2名嫌疑
人，缴获K粉约1公斤。
当晚9时50分左右，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查控执勤组民警在汕汾检查站设卡检查时，

发现一辆套牌的黑色日产风神轿车，遂对车
上2名男子进行控制， 并对车辆进行全面检
查，发现车内有4袋疑似毒品的白色晶体。
经鉴定，车上4袋白色晶体均为冰毒，
重量共3998.15克。 经初步审查，犯罪嫌疑
人唐某栋（28岁，湖南省洪江市人）和张某
文（42岁，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交代

潮州市区天气、空气质量：晴到少云 风向：偏东 风力：2 到 3 级 温度：最高 30℃ 最低 20℃ 空气质量指数：102 首要污染物：臭氧8小时 类别：三级 状况：轻度污染

了10月26日晚，伙同另一名付姓女子驾车
从浙江萧山县到广东惠来县，在一酒店向
一名惠来籍男子购买以上冰毒，并驾车准
备返回浙江萧山县时被查获的犯罪事实。
为了进一步深挖扩线，办案民警根据
交代，在揭阳警方的大力支持下，于30日
凌晨2时许， 在惠来县抓获该女子付某枝
（38岁，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和另一
嫌疑人詹某鑫（男，27岁，广东惠来县人），
缴获毒品K粉约1公斤。
目前， 案件审理及追逃工作还在进
行中。
（苏景然）
社址：潮州市枫春路378号

本报讯 潮安区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
近日迅速召开专门会议， 全面进行部署，动
员全区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狠抓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全面
推进依法治区工作，努力建设法治潮安。
该区提出，要迅速在全区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热潮，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
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监督，坚决维护
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全区经济社会科学发
展、跨越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要强化
法治理念，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
权力清单制度，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
全依法决策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要
推进司法公正，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
权力运行机制，规范行为，加强监督，让人
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弘扬社会主义
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努力
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氛围。 要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推进法治专门队
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
（张逸敏 林秀容 陈兰斌）

湘桥区：

把法治理念贯穿
到各项工作中
本报讯 近日，湘桥区委学习中心组召
开学习会， 专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 提出要迅速形成学习宣传贯彻
全会精神的热潮， 把法治理念贯穿到各项
工作中，推进年终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
湘桥区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全面掀起学
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加强党对法治
工作的领导， 把法治作为推动依法执政、依
法行政的原点，坚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
法深化改革、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切实保障
行政行为、 执法行为的合法性和严肃性，为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把法
治建设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保障， 更新观
念，创新举措，形成合力，依法依规推进各项
工作，落实好年终各项工作任务；要善于运
用法治理念依法依规化解矛盾纠纷，进一步
建立健全矛盾预警调处机制、 利益表达机
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从源头预
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要以法治理念推
动廉政建设， 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不断完善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
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为深化改革、推进
振兴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湘 闻）

每日警情
2014年10月29日18时至10月30日18
时，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共接报市区
报警刑事警情4宗。 （市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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