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海南省地税局日前决
定向税务干部尧纳税人尧社会公众公开征集对 2015
年海南省地方税务工作的意见建议遥

据悉袁应征者对海南省地方税务系统 2015年
的工作任务尧 应该重点开展的工作等提出明确的
书面意见建议袁总字数控制在 1000字以内遥

征集时间为 12月 2日至 15日遥 税务干部尧纳
税人尧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报送至指定邮箱
(hndszjyj2015@163.com)遥 而海南省地税系统干部
职工可以将意见通过 FTP报送至办公室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应征者所提意见建议都必须
为原创袁在应征稿件内要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尧工作
单位尧身份证号码尧通信地址尧联络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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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冤交通银行于近日完成
境外二级资本债券发行遥 交通银行此次发行的债
券分为美元和欧元两个品种袁 美元发行规模为 12
亿美元袁债券期限为 10年期渊第 5年末附有条件
赎回权冤曰欧元发行规模为 5亿欧元袁债券期限为
12年期渊第 7年末附有条件赎回权冤遥

作为中资银行总行首次在境外直接发行巴塞
尔 III二级资本工具袁交行此次发行在国际资本市
场开创了多项新的记录袁包括院亚洲银行业最大的
G3货币巴塞尔睾二级资本工具尧 亚洲首单双币
种发行的巴塞尔睾银行资本工具尧亚洲首单的巴
塞尔睾欧元资本工具尧中资金融机构发行的最大
的欧元债遥

此次债券的成功发行将进一步夯实交行资本
基础袁支撑其国际化战略发展袁并将为中资银行进
一步开辟境外融资渠道提供有益借鉴遥

交通银行完成首单
境外二级资本债券发行

国内首份叶机票预订体验调研报告曳出炉

旅客网上订票“最任性”
商报讯渊记者 段然冤近日袁国内首份叶机票预订体验调研报告曳出炉袁调研结果显

示袁网络订票已成为中国民航旅客预订机票的主要途径袁占到 81%曰而手机 APP也已
全面超过电话订票尧代售点订票等传统渠道袁成为新趋势遥

据悉袁 此次调研的对象为近一年内预
订过某国内知名旅游网站机票的用户袁63%
的受访者为男性袁37%为女性袁 年龄大多集
中在 26-45岁遥

调研结果显示袁野网上查询并预订冶是
中国民航旅客最常使用的订票途径袁 比例
为 81%曰而野手机 APP上查询并预订冶这一
新兴的订票途径受欢迎程度也很高袁有
4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体验过曰 相比之下袁
选择 野电话查询并预订冶尧野机票代售点冶这
两类传统途径购票的用户已经不多袁 仅占
10%和 5%遥这也意味着袁网上订票已为绝大
多数旅客所接受袁中国民航已全面进入野在

线售票时代冶遥
网上购买机票时袁75%的受访者偏好在

航线资源丰富并提供标准化页面的网站预
订曰仅有 6%的旅客袁将会跳转订票窗口的
开放平台作为最主要预订方式袁另有 4%的
旅客袁订票首选为航空公司官网遥

77%的受访者坦言袁机票价格是他们选
择购买平台/渠道的首要考虑因素遥其次是
退改签等售后政策和预订便捷性袁 重视比
例为 51%和 39%遥 有意思的是袁不同性别的
客户袁 在选择购买机票的平台/渠道时袁有
一定差异院如女性客户在价格/促销尧退改
签政策方面的关注度明显高于男性遥

网购机票日渐盛行袁但是仍要提
醒网民购票需谨慎遥 相关人士建议袁
购买机票务必到正规售票处和网站袁
一些不法分子常以特低票价为诱饵
诈骗旅客袁消费者在购买特价机票时
应有所警惕袁 尤其在一些特殊时期袁
如春运或假期袁多数航线的机票都很
少在此期间大幅打折遥也不要轻信来
自搜索引擎和网站广告推送的特价
机票信息袁 尤其是当对方要求 ATM
转账时要特别警惕遥一般不法分子引
诱消费者上钩袁待消费者提交个人信
息生成订单后袁不法分子便会千方百

计诱导其通过 ATM转账支付袁然后
再以各种借口渊汇款操作失误尧身份
证号码有误等冤让其反复操作以达到
盗取账户资金的目的遥 因此袁支付前
应务必三思遥
因此在购票时要通过直接输入

网址或其他可靠渠道访问知名旅游
网站及航空公司官网购票遥此外袁网
上购票时要留下可以联系到本人的
联系方式袁 以便在航班变动时能够
及时通知到本人袁 做好相应的后续
工作遥

作为首届野琼海味道冶嘉年华活动之
一的野品琼海味道 享幸福生活冶琼海周末
小镇游嘉年华活动将于 12 月 6 日在琼
海潭门镇拉开序幕遥 在 2015年 2月 7日
前的每个周末还将在博鳌尧中原尧万泉尧
会山尧阳江尧石壁尧龙江尧长坡镇尧彬村山
农场尧塔洋尧大路尧嘉积镇举行周末小镇
嘉年华活动袁 每个镇将举行独具本地特

色味道的丰富活动遥
日前袁琼海潭门镇面向喜爱琼海尧热

爱旅游的广大幸福家庭尧小资一族尧大学
生群体尧玩家尧驴友等发布召集令袁召集
30人前来深度体验 野南海风情 潭门味
道冶遥
据悉袁此次潭门镇周末小镇游嘉年

华活动亮点纷呈遥 体验南海渔家传统

文化袁可到海上民兵连部及渔民协会了
解南海诸岛礁分布情况尧 耕海历史 尧
潭门渔民开发南海及维权史曰到潭门港
码头登渔船袁听老船长讲潭门故事袁出
海体验渔民打渔生活遥 体验潭门美食
及特产选购袁品尝潭门南海爱国海鲜袁
到工艺品店寻宝购买海洋旅游工艺品袁
惊喜抽奖活动和潭门特色小吃品鉴活

动遥还可欣赏到渔乡好舞蹈好声音文艺
汇演遥
据介绍袁此次活动为 100元/人袁一家

三口亲子游渊两大一小冤优惠价 260元曰
不仅全程旅行巴士接送袁 还包含潭门爱
国海鲜午餐尧 观看潭门渔乡好舞蹈好声
音文艺汇演尧 体验潭门特色小吃以及惊
喜抽奖活动遥

野琼海味道冶嘉年华活动启动

30名驴友周末体验潭门风情
商报讯渊记者 臧会彬 通讯员 吴婷婷冤自首届野琼海味道冶嘉年华活动正式启动以来袁琼海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袁

琼海小镇游也吸引众多客人遥 这个周末去哪儿钥 诱人的潭门爱国海鲜大餐尧潭门特色风味小吃尧渔乡好舞蹈好声音文
艺汇演尧精美砗磲手链尧惊喜抽奖尧登船出海体验渔民打渔生活噎噎琼海潭门南海风情小镇深度体验等着您浴

在线售票受捧网购需小心受骗

商报综合消息 昨日袁在券商尧银行等金融板块
及野两桶油冶的带动下袁沪深两市再度拉升袁强势逼
空袁沪指重回 2700点袁盘中最高触及 2777.37点袁
再创 40个月以来新高遥 截至收盘袁沪指涨 3.11%袁
报 2763.54点袁 成交 3972亿曰 深成指涨 2.95%袁报
9366.95点袁成交 2776亿遥

昨日两市低开后震荡上行袁 随后展开震荡整
理走势遥 10时 30分过后袁沪指再度发力袁强势拉
升站上 2700点遥 临近午盘袁 沪指再度失守 2700
点遥午后袁在券商尧银行等金融板块及野两桶油冶的
带动下袁两市再度拉升袁强势逼空袁沪指大涨逾
3%袁重回 2700点袁盘中最高触及 2777.37点袁再创
40个月以来新高遥 渊易财冤

券商股银行股再发力
沪指大涨3.11%创新高

八成旅客足不出户野买冶机票
海南地税公开征集
2015年工作意见

据法制晚报 铁道部窝案又一人被判刑袁 记者昨日获悉袁
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的情妇罗菲被二中院以受贿罪一
审判处有期徒刑 5年袁宣判后即由取保候审状态转为收监遥 10
月 17日袁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尧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因受贿罪袁
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袁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遥法院审理
查明袁张曙光于 2000年至 2011年间袁利用职务便利袁直接或
通过其情妇罗菲收受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4718万余元遥

商报综合消息 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
官方微博消息袁近日袁辽宁葫芦岛市某银
行运钞车遭劫袁劫匪开枪击伤一名运钞车
解款员后袁拖着一个钱袋就往外跑遥 令他
万万没想到的是袁钱袋非常重袁劫匪费劲
力气也没能将这一大包现金带走袁最终被
警员击伤并制服(如图)遥 渊任民冤

据三秦都市报 1日下午袁 一场火热的
疯狂大胃王比赛中袁六组参赛选手在市民的
加油声中袁依次登场袁狼吞虎咽臊子面的精
彩场面让人们忘记了寒冷遥 在昨日的决赛
中袁一个看上去身体不胖袁个子也不高的家
庭组竟然打败了一组组膀大腰圆的对手袁以
1分 19秒吃完 116碗的速度袁在 6个组中脱
颖而出袁成为出人意料的大胃王(如图)遥

商报综合消息 11月 29日袁 网友 野陈陈陈陈
兄冶微博爆料称袁一辆车牌号为野 陕 DD173冶的制
式警车停在一个划着白线的场地上袁车身标有野司
法冶字样遥 网友很快发现是一位大妈使用该牌号警
车练倒库遥 因为野花纳税人的油钱练车冶袁 野司法警
车被开到练车场冶 一事很快引发网友热议和媒体
关注遥
事发后袁曝光警车所属单位陕西省礼泉县司法

局展开调查遥 12月 2日中午袁记者了解到袁该局已通
报野大妈开警车练倒库冶事件的调查结果袁决定给予
借车者赵战峰停职等处分遥 渊澎湃冤

商报综合消息 据媒体 29日晚袁官渡区城市管
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矣六街道执法中队的城管队员
在老昆洛路查获一起随意倾倒建筑废弃物的案件
后袁竟遭到工地 80余人围殴袁造成 3人轻伤尧3人
重伤袁其中一人头部伤势较重袁缝了 18针遥
记者从官渡区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袁11月 29日

晚上 11时左右袁6名矣六街道城管执法中队城管
队员巡查至老昆洛路时袁 发现路边有一辆渣土车
正在路边随意倾倒建筑废弃物袁 经查问得知该车
来自广卫村十四冶工地遥 随后袁其中 2名城管队员
登上渣土车准备押车回中队进行处理袁 没想到渣
土车司机却拉着他们来到工地中袁 进入工地后袁2
名城管队员遭到扣押遥 约 10分钟后袁另外 4名城
管队员驾驶着执法车辆找到该工地袁一进入工地袁
6名城管队员便遭到工地中 80余人棍棒拳脚围
殴袁并被抢走了取证的照相机袁删除了所有已取证
的照片遥
直至 11月 30日凌晨 1点左右袁6名城管队员

才被解救出来袁造成 3人轻伤尧3人重伤袁其中一人
头部伤势较重袁缝了 18针遥 目前袁公安部门已对该
案件进行立案调查遥 渊中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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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据媒体 圆日报道袁黎巴嫩军方已
抓获极端组织野伊斯兰国冶头目巴格达迪的妻子和
儿子袁并将其扣押遥
报道说袁 黎巴嫩情报部门在外国情报机构的

配合下袁 于日前在黎叙边境口岸成功抓捕了巴格
达迪的妻子和一个儿子遥 他们当时正企图用假证
件进入黎巴嫩境内遥
报道说袁 巴格达迪的妻儿已被移送至黎巴嫩

国防部接受调查遥 黎巴嫩军方尚未宣布这一消息遥
极端组织 野伊斯兰国冶 目前控制着伊拉克北

部尧西部和叙利亚东北部的大片地区遥

张曙光情妇受贿被判5年
为原铁路文工团歌舞团女高音

起诉书显示袁在张曙光被抓 4个月后袁2011年
6月 13日袁 其情人罗菲因涉嫌受贿罪被昌平警方
监视居住袁 十几天后被东城警方刑拘遥 2012年 1
月袁罗菲被东城检察院获准取保候审遥

2013年 8月袁 检方以涉嫌受贿罪对罗菲提起
公诉遥 此后袁检方将罗菲的罪名由受贿罪变更为掩
饰尧隐瞒犯罪所得罪遥该罪是指野明知是犯罪所得及

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尧转移尧收购尧代为销售或
者以其他方法掩饰尧隐瞒的行为冶遥
起诉书还显示袁检方并未将罗菲的涉罪行为定

性为野情节严重冶遥 根据相关法条袁如果检方起诉罗
菲的罪名最终被法院认定袁罗菲可被判处 3年以下
有期徒刑尧拘役或者管制袁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遥

32岁的罗菲原是中国铁路文工团歌舞团歌唱
演员袁 是一名女高音歌手袁 曾代表铁路文工团参加
2010年的青歌赛遥 2011年 6月 10日袁罗菲被查获遥
检方指控袁2007年至 2011年 1月间袁 罗菲明知广州
中车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租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建宇给予的款物袁是张曙光受贿犯罪所得袁仍予以掩
饰尧隐瞒袁上述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 198万余元遥
检方认为袁 罗菲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掩饰尧

隐瞒袁应当以掩饰尧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遥在法庭上袁罗菲承认指控事实袁表示认罪遥在张曙
光受审时袁检方出示了罗菲的证人证言袁其承认与张
曙光是情人关系袁并接受杨建宇给予财物的事实遥
二中院经审理袁 改变了检察院指控的罪名袁认

定罗菲构成受贿罪袁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5年遥 目
前袁在取保候审状态的罗菲被收监遥 在上诉期期满
前袁罗菲未作出是否上诉的决定遥

辽宁一男子持枪劫运钞车
搬不动钱袋逃跑失败被抓

陕西举行一场吃面大赛
野大胃王冶1分19秒吃116碗

工地执法遭80人围殴
昆明 6名城管被打伤

陕西大妈开警车练车
借车司法所长被停职

黎巴嫩军方成功抓获
野伊斯兰国冶头目妻儿

商报综合消息 据英国叶每日邮报曳
报道袁日前袁一名意大利历史学家兼小
说家称袁文艺复兴时期大艺术家达芬奇
的母亲袁 可能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奴遥
他更大胆推测袁这名中国女奴就是达芬
奇旷世巨作叶蒙娜丽莎曳的原型遥
据报道袁这位历史学者名为帕拉提

科遥他近 20年来都在香港生活及工作袁
并且研究他的祖国意大利跟中国近五
百年来的渊源遥
根据他的研究袁达芬奇的母亲是一名来自东方的女奴遥 帕拉提科解释称袁达芬奇

的父亲有一名富商客户袁该客户拥有一位名叫野卡特琳娜冶的女奴遥而达芬奇的母亲叫
卡特琳娜遥帕拉提科暗示袁达芬奇的母亲或正是这名女奴袁且来自东方遥他说院野文艺复
兴时期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些国家袁到处是来自东方的奴隶遥 冶
为证实这点袁帕拉提科还表示袁达芬奇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跟

东方的关连遥 他举例称院野达芬写字时是用左手从左写至右遥 他吃素袁这在当时的西方
并不常见遥如同佛洛伊德在 1910年时所说的袁叶蒙娜丽莎曳很可能是他母亲的肖像画遥
身后有中国风景袁而且她的样貌神似中国人冶遥
帕拉提科承认袁叶蒙娜丽莎曳究竟是否是达芬奇母亲的肖像画袁以及其母亲是否为

中国女奴仍是谜团遥他认为袁解开该谜团唯一的办法是取出达芬奇当时一些亲戚的骸
骨来验 DNA遥 渊国在冤

蒙娜丽莎或是中国人？
意大利学者院画作原型或为中国女奴

张曙光情妇罗菲获刑

图片新闻

检方认为构成掩饰尧隐瞒犯罪所得罪

法院更改罪名 一审宣判后收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