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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1 月 26 日，沪深两
市在原油回调和外围市场下跌的影
响下低开并一路向下，跌幅均逾
6%。沪指失守2800点，创13个月来
新低，深指跌破万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2907.72 点低
开震荡盘整，午后快速跳水，下跌
188.72 点，报收 2749.79 点，跌幅达
6.42%，创年内第三大跌幅。深证成
指也同步大幅下挫，跌破万点大关，
报 9483.55 点，跌 708.98 点，跌幅达
6.96%。创业板领跌两市，创业板指
数下跌 164.78 点，以 1994.05 点报
收，跌幅高达7.63%。

股市大幅下跌，仅 50 余只个股
飘红，再现千股跌停。不计算 ST个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有 10只个股涨
停，约 1100 只个股跌停。指数大幅
下跌，无一板块幸免，全线下跌。银
行、保险跌幅较少，板块跌幅约 5%；

互联网、软件服务、医疗保健、商贸
代理等多板块逼近跌停，券商股跌
逾 9%，华泰证券、国海证券、东吴证
券、山西证券等10股跌停。

伴随着股市下跌，沪深两市量

能放大，分别成交 2126亿元和 3105
亿元，总量放大到 5200 亿元。沪深
B 指同样难以幸免。上证 B 指跌
4.90% 至 341.36 点 ，深 证 B 指 跌
3.80%至1131.88点。

沪指跌逾6%失守2800点
创13个月新低

据新华社 记者1月26日从中
央气象台获悉，随着寒潮过程基本
结束，全国大部地区开始逐渐回暖。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26日早
晨，全国大部地区都处于回暖状
态，较 25日同时刻气温普遍上升 2
至5摄氏度，其中湖南中北部、四川
西北部等地升温 6 至 11 摄氏度。
气温 0 摄氏度线已北抬至福建北
部、江西中北部、湖北南部一带。

但是，寒潮虽然结束，冬雨又
将到来。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日
开始至29日，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将
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其中江南
中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
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26日白天
到夜间，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
西部、广西东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
有中雨，局地大雨。

随着冷空气的离开，华北、黄

淮等地还将出现短暂的雾霾天
气。预计从26日夜间开始，华北中
南部、黄淮、陕西关中等地静稳天
气将逐渐发展。27 日，华北中南
部、黄淮北部等地将出现中到重度
污染，并伴有轻到中度霾。从28日
开始，受偏东路冷空气影响，华北
中南部、黄淮、陕西关中、东北地区
中部等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逐渐
转好。

最近，四川凉山州金阳县出台
了《金阳县人民政府关于遏制婚丧
事宜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风的实
施细则（试行）》文件，以10条刚性规
定遏制婚丧高额礼金和铺张浪费之
风，比如：婚嫁礼金总额不超过 6万
元；婚嫁中送亲接亲车辆不得超过6
辆；丧葬活动中亲属一方奔丧车辆
不得超过 5辆……包括普通群众都
得遵照执行。

这份文件于 2015年 12月出台，
对象包括普通老百姓在内。文件规
定喜事新办。本人或子女依法缔结
婚姻关系时，双方家庭按照民族传
统、婚嫁习惯自愿赠予的婚嫁礼金
总额不超过 6万元。婚嫁宴席只能
办理一次，宴请亲朋不超过69桌，提
倡礼轻情意重，不送高额礼金。严
禁动用公车，婚嫁中送亲接亲车辆
不得超过6辆。

丧事活动以够吃为原则，控制
宰杀牲畜数量，杀牛的数量原则控
制在5头以内，最高不能超过10头，
宰杀6至10头时须报批。严禁在丧
事活动中撒钱、撒物，严禁搞有损社
会公序良俗的装扮、打闹、游街等庸
俗活动等。丧葬活动中亲属一方奔
丧车辆不得超过5辆。

文件显示，操办婚嫁喜庆事宜

的，应提前7天报告。如操办丧葬事
宜来不及报告的，需在事后7天内补
办书面报告手续。党员领导干部操
办婚丧事宜必须签订廉洁承诺书。

相互赠予高额礼金和婚丧办理
铺张浪费问题，让当地民众不堪重
负。为此，金阳县出台文件禁止大
操大办，大部分干部和群众都表示
支持。

“以前，我们家有些时候，一个
月要收到七八张请帖，当月的工资

就算没了，生活费都成问题。”吉木
是金阳一名80后干部，他说，他刚参
加工作那时，每个月参加各种婚丧
礼、满月酒、生日宴，经常是借钱送
礼，还需要举债度日。

金阳县表示，自该政策出台以
来，已经制止了违规办婚丧事宜多
起。就在近日，金阳县放马坪乡一
家准备宰杀120头牛大操大办丧事，
结果被提前发现并制止，最终按照
规定只杀了6头牛。（据京华时报）

四川金阳县规定婚嫁礼金不得超6万元

再见了“速冻君”！

南方结束冰冷迎降雨

11月月2626日日，，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西口村渔码头在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西口村渔码头，，渔船冻在海冰中渔船冻在海冰中。。

国家统计局局长王保安
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 记者从中央纪委获
悉，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保安，男，汉族，1963 年生，

河南鲁山人，1984 年 3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中南财经大学研究生毕
业，经济学博士。2015年5月，任国
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

据新华社 深圳市宝安区 1月
26日通报，25日22时45分，位于深
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宝安区救助
管理站三楼 8 号房发生火灾，过火
面积 30平方米，23时许火被扑灭。
火灾造成3人死亡，1人腿部轻微烧

伤，正在医院治疗。
通报称，经调看房内监控录

像，初步判定火灾为24日收入救助
站的蒋小弟（男，31岁，疑似精神异
常）纵火所致。案件调查和善后处
理正在进行中。

据中新社 1月26日，杭
州宋城景区举行给游客派发
年终奖活动。主办方通过微
信征集了十位景区游客，在特
定区域内限时一分钟，能抓多
少带着多少。最高一位来自
衢州的陆小姐抓到 18300元，
成为当天抓到最多年终奖的
游客。据主办方称：此次为游
客派发年终奖的活动，是该景
区为感恩和回馈游客，开启新
春大庙会活动的一部分。据
悉，当天现场现金共有 500万
元，供这十位游客在鼓风玻璃
房中抓取。

右图为活动现场。

杭州景区给游客派发年终奖
一游客抓到18300元

深圳宝安救助站遭人纵火
致3人死亡，1人受伤

浙江三级医院将全面停止门诊输液
据新华社 浙江省卫计委日前

发出通知，要求加强抗菌药物临床
应用管理，提高抗菌药物合理使用
水平，并明确全省三级医院将全面
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物。

通知指出，应积极倡导并逐步
停止门诊患者静脉输注抗菌药
物。全省三级医院（除儿童医院和
儿科）率先全面停止门诊患者静脉
输注抗菌药物。儿童医院、各医院
儿科及其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应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减少直至
停止门诊静脉输注抗菌药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感染管理科主任王选锭是本次
文件起草组核心成员。据他介绍，

世卫组织早就确立了“能口服不肌
注，能肌注不输液”的用药原则，国
内目前很大比例的门诊输液都是
没必要的。

为什么儿童医院和儿科没有
立即停止门诊输液？王选锭介绍，
静脉输注会带来很多风险，儿童其
实更易受到伤害。但考虑儿科医
疗资源分配不均、分级诊疗制度尚
待完善等现实因素，最终选择了

“逐步减少直至停止”。此外，浙江
本次还将一些复方药列入“特殊使
用级”管理，限制其不得在门诊使
用。若紧急情况确需使用，特殊使
用级抗菌药物应经具有会诊资格
的医师或药师会诊同意。

辽宁两会首设督察组
严查“旷会”、吃请

据新华社 严禁迟到早退，严
查无故缺席，严禁相互吃请、送
礼……辽宁两会首次设立了会风
会纪督察组，严格会议纪律。

辽宁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
开幕式上，会场门口立了一块写有

“会风会纪督查”字样的标识牌，工
作人员在会场内外巡视，督查政协
委员参会情况。

在人口资源环境界别的分组
讨论会上，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主任曹元在讨论开始前
再次强调会议纪律：“严禁以任何
形式收受礼物，严禁吃请，一律在
住地统一就餐。”曹元说，此次两会
的纪律要求、问责制度，比以往的
会议都要严格，希望与会代表不要

“以身试法”。
讨论休息期间，媒体记者采访

辽宁省政协委员、辽宁省气象局局
长王江山时，他特意看了一下时

间，并说：“采访时间不能太长，否
则就要请假，耽误了讨论，工作人
员要记名字的。”

辽宁省政协今年首次成立会
风会纪督察组，就参会人员遵守中
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会议
纪律等情况进行督察，并向辽宁省
委和省政协主席会议报告督查结
果。

1月26日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
六次会议开幕式前，代表委员们就
已经接到通知，不允许自行带车参
会，一律乘坐会务组提供的大巴车
前往会场。

“这次两会要求非常严格，
这也是一种新气象。两会社会
关注度非常高，政协委员、人大
代表都应该以身作则，树立起良
好的形象，同时，也有利于提高
会议效率和质量。”政协委员张
济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