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眼下正值春播早稻时节， 在浙江余姚， 一些拥有农机的农户或亲自上阵或邀请技术人员下田成为 “农机保姆”，

为乡亲们提供一条龙服务， 助力当地春播。 图为

4

月

21

日， “农机保姆” 在余姚田间进行机械插秧。 新华社发

“农机保姆”助春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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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的黎波里

４

月

２２

日电

北约

２１

日继续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发动空袭。利比亚军方消息称，空袭造

成

７

名平民死亡，另有

１８

人受伤。同时，

卡扎菲政权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反对

派控制的地区派遣军事顾问， 认为此

举意味着“地面军事进攻的开始”。

北约

２１

日轰炸了首都的黎波里西

南近

８０

公里处的哈利扬市， 造成

２

名

平民死亡， 另有

２

人受伤， 部分民宅

遭毁。 此外， 北约对的黎波里西南

６０

公里郊区的轰炸造成

４

人死亡， 基础

设施， 农田等受损严重。

２１

日， 利反对派武装人员在距的

黎波里东部

２００

公里的米苏拉塔市继

续与效忠卡扎菲的部队交火。 当地反

对派领导人赛义德称， 反对派武装人

员在交火中打死

１００

名军人， 另俘获

４０

人。 赛义德说， 反对派武装人员还

在东部城市班加西向卡扎菲军队控制

的据点发起攻击。

在冲突不断的同时， 卡扎菲政权

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向东部地区派遣军

事顾问。 此前， 英、 法等国宣布， 同

意派遣军事顾问帮助反对派对抗卡扎

菲。

利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派遣

军事顾问只会深化利比亚内部矛盾，

国际社会应密切关注此举的严重后

果， 利比亚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正遭到侵犯。

另有消息说，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阿什顿计划向联合国提交

议案， 促使联合国批准同意向利比亚

派遣地面部队。

为回应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插手

利比亚内部冲突， 利比亚政府

２１

日称

正在武装平民， 以应对北约可能发起

的地面进攻。

董永安被终止

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涉嫌违纪违法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２

日表决通过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董永安被终止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

格的报告， 由河南省选出的第十一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河南省

交通厅原厅长、 党组书记董永安，

因涉嫌违纪违法， 本人提出辞去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的请求，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

受其辞职请求。 依照代表法的有关

规定， 董永安的代表资格终止。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２

日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决定， 修改后的法律规定， 醉酒驾

驶机动车辆将一律吊销驾照， 并在五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年内不

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根据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 不得驾驶营运

机动车。

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记者

罗沙 邹伟）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次会议

２２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

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 根据修改

后的法律， 酒后驾车发生重大交通事

故， 驾驶员将面临终生禁驾。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

交通事故，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终生不得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大幅提

高了对酒后驾车的罚款额度和暂扣驾

照期限：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

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 并处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因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被处罚，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的，处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

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同时 ，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

的 ， 处十五日拘留 ， 并处五千元罚

款，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五年内不得

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车一律吊销驾照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今天在京主持召

开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宣传报道

工作专题会议。 他强调，要充分认识

做好建党

９０

周年宣传报道工作的重

大意义，把握主题 、突出重点 ，讴歌

丰功伟绩、凝聚思想力量，大力唱响

共产党好、 社会主义好、 改革开放

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

主旋律， 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

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周围，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

会和谐，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新胜利、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刘云山强调，做好建党

９０

周年宣

传报道是各级各类媒体的共同责

任，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电台电视

台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集中推出

一批重点专栏专题、言论评论和纪念

文章， 晚报都市报要以生动的故事、

感人的情节展示我们党的奋斗史光

荣史， 网络媒体要运用专题集成、背

景链接、在线访谈等方式，帮助广大

网民更好地了解党的伟大历程。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记

者 罗沙 ）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网上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２２

日在

京举行， 由中央宣传部、 中央外宣

办 、 中央文明办 、 中央党史研究

室 、 教育部 、 团中央指导 ， 人民

网、 新华网、 中国文明网、 中国网

络电视台等

１００

家网站共同主办的

网上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据介绍， 活动将以中国共产党

成立

９０

周年伟大历程为主题， 包括

开设专题网页 ， 开展网上作品大

赛、 网上知识竞赛、 “双百” 人物

和时代先锋网上论坛 、 网上系列

谈 、 网上红色旅游 、 “童心向党 ”

歌咏活动展播等内容。

刘云山在建党９０周年宣传报道工作会议上强调

讴歌丰功伟绩 凝聚思想力量

庆祝建党９０周年网上系列活动启动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针对

近日有香港媒体和境外媒体报道我

国大亚湾核电站出现异常排放， 环

境保护部 （国家核安全局） 有关负

责人

２２

日通过其官方网站表示， 大

亚湾核电站没有出现异常排放， 核

电站气态氚的排放量在规定限值以

内， 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

近日， 有部分香港媒体和境外

媒体报道大亚湾核电站测出放射性

核素氚， 至去年

１２

月累计释放量已

达香港卫生署规定的可吸入限值的

八分之一。 对此，环境保护部（国家

核安全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２００１

年至

2010

年，大亚湾核电站

２

台机组

气态氚年排放量为环境保护部批准

的气态氚年排放限值的

５．３％

。 大亚

湾核电站周围公众最大个人的氚年

吸入量小于香港卫生署规定的氚年

摄入量限值的十亿分之一。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历年监测

结果表明， 大亚湾核电站和岭澳核

电站气态氚排放量在许可限值以

下 ， 对公众产生的剂量贡献极低 ，

对人体健康没有影响， 厂址周围环

境空气中的氚浓度处于本底水平。

环境保护部 （国家核安全局）：

大亚湾核电站并无异常排放

据新华社西安

４

月

２２

日电

２２

日上午 ，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被告人药家鑫故意杀人案作出一

审判决 ， 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

鑫死刑 ，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并

处 赔 偿 被 害 人 家 属 经 济 损 失

４５４９８．５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２２

时

３０

分许 ， 被告人药家鑫

驾驶陕

Ａ４１９Ｎ０

号红色雪弗兰小轿

车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

回市区途中 ， 将前方在非机动车

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

人张妙撞倒 。 药家鑫恐张妙记住

车牌号找其麻烦 ， 即持尖刀在张

妙胸 、 腹 、 背等处捅刺数刀 ， 将

张妙杀死。

法院认为 ， 被告人药家鑫开

车将被害人张妙撞倒后 ， 为逃避

责任而杀人灭口 ， 其行为构成故

意杀人罪 ， 犯罪动机极其卑劣 ，

主观恶性极深 ， 手段特别残忍 ，

情节特别恶劣 ， 后果特别严重 ，

属罪行极其严重 ， 应依法惩处 。

其虽有自首情节 ， 仍不足以从轻

处罚， 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药家鑫

一审被判死刑

北约继续轰炸利比亚

卡扎菲警告西方勿派军事顾问

4

月

21

日， 部分在米苏拉塔冲突中受伤的人员抵达班加西。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４

月

２２

日电

（记者 贺占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主要领导

２１

日宣布， 将接回所有在

其他省份街头流浪的新疆籍儿童 ，

并提供必要的学习教育条件， 让他

们在家乡健康成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

春贤在当天举行的 “自治区赴内地

活动安排会” 上说，

４

月

２３

日至

５

月

１

日期间 ， 新疆将派出代表团分赴

１９

个对口援疆省 （市 ） 进行走访 ，

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 就是向所到

省 （市） 宣布 “接回所有新疆籍流

浪儿童” 这一消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救助管理办

公室表示， 新疆每年救助的流浪儿

人数在

３０００

人左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表

示， 目前详细的接回和对接计划正

在制定中。 按照基本思路，内地省区

市如果发现街头有流浪的新疆籍儿

童，均可与新疆方面联系对接事宜。

接新籍流浪儿童“回家”

新疆宣布：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十一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

完成各项议程后，

２２

日下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

关于修改煤炭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建

筑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道路交通安

全法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分别签

署主席令，公布了有关法律。

吴邦国委员长主持闭幕会。 全

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１４９

人出席，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

决议 。 根据决议 ， 从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在全体公民中组织实施法制宣传

教育第六个五年规划。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根据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表的公告， 十一届全国

人大现在实有代表

２９７８

人。

会议分别经过表决， 任命黄小

晶、 王庆喜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免去王庆

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

免去孙伟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职务； 任命沈春耀、 刘水生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煤炭法、 建筑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

■胡锦涛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据新华社东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日

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

２２

日宣

布， 福岛县饭馆村全境、 葛尾村、

浪江町、 川俣町和南相马市的一部

分被列为计划疏散区。 东京电力公

司社长清水正孝

２２

日当面向福岛县

知事佐藤雄平谢罪遭怒斥。

计划疏散区位于福岛第一核电

站周围

２０

公里禁止进入的警戒区之

外， 其累积辐射水平在一年内有超

过

２０

毫希沃特的危险。 与警戒区一

样， 日本政府将禁止在计划疏散区

内播种水稻。

计划疏散区有

１

万多人居住 ，

枝野幸男希望这些人能在

５

月下旬

前全部疏散。

福岛设定计划疏散区

东电谢罪遭怒斥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全国

人大常委会

２２

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煤炭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建

筑法的决定， 对两部法律的个别条

款进行了修改。 修改后的法律不仅

规定煤矿和建筑施工企业依法为职

工提供工伤保险， 还鼓励企业为职

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

炭法》 第四十四条规定： “煤矿企

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伤保险缴

纳工伤保险费。 鼓励企业为井下作

业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 支付保

险费。” 修改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建

筑施工企业应当依法为职工参加工

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鼓励企业

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

害保险， 支付保险费。”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

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统一的工

伤保险制度， 要求职工参加工伤保

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社

会保险法也将于今年

７

月

１

日施行。

须为职工提供工伤保险

煤矿和建筑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

４

月

２２

日电 个

人所得税按家庭为单位征收是否更

公平？ 能否通过改进个税征收系统

来强化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如何实现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

管……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２０

日提交常委会审议后， 引发了常委

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的热议。

以家为单位征税更公平？

金硕仁委员举例说， 两个三口

人之家 ， 一个家庭只有一个人工

作， 月收入

３０００

元， 需要缴个税；

而另一个家庭三口人都有工作， 每

人月工资

２０００

元， 不用纳税， 显然

这种现象不够合理。

对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 我国的个人所得

税法在确定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

时， 已经考虑了纳税人家庭负担因

素 。 比如 ， 此次调整减除费用标

准， 就是按照每一就业者供养

１．９３

人， 测算就业者负担的平均费用支

出水平。

徐显明委员认为， 不能以家庭

为单位纳税原因在于： 我国宪法规

定的纳税义务主体是 “公民个人”，

家庭不是纳税义务主体。 如果以家

庭为纳税对象， 需要先修改宪法。

另外， 税收不能解决所有收入不公

问题。 阶层间收入分配不公， 主要

靠立法 ， 靠调整免征额及完善税

率； 群体间的收入分配不公， 靠社

会政策调整； 对某个个体的不公，

主要靠权利救济途径实现。

高收入者税收如何征管？

杨正午委员认为 ， 要加强个

税征管 ， 特别要加强高收入者的

个税征管 。 征管的重点是高收入

者 ， 难点也在于此 。 为什么 ？ 因

为个税的主要功能是调节收入分

配关系 ， 高收入者的收入构成比

较复杂 ， 而且不断有新的收入出

现 ， 一些隐性但数额巨大的收入

还游离在法律边缘地带 ， 因此必

须切实加强征管。

任茂东委员建议， 在研究个税

的同时， 要加大研究对其他收入征

税问题。 我国个人所得税目前实行

的是分类税制， 主要是对工薪工作

人员报酬征税， 而不对其他收入综

合纳税。 以固定工资收入为主的中

等收入者成为纳税主体， 这也是我

国收入和财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

之一。 问题是现在个人所得税实际

上征收的只是工薪所得， 而领工薪

的这些人毕竟是凭自己本事赚钱，

相对来说他们已经负担了很重的税

负。

他认为， 我国真正的高收入者

因为其收入来源不固定， 反而成为

“合理避税大户”。 很显然， 这样的

税收结构和 “富人多交税， 工薪少

交税， 低收入者不交税” 的个税基

本征收原则和宗旨相背离。 这就需

要政府认真研究对待。

征税系统 “赶不上趟儿”？

全国人大代表周逢民说， 针对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制

度不健全、 征管手段落后这样的问

题， 建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中增

加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

制度， 雇员和雇主双向申报制度，

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等相关的内

容 ， 将完税的监管制度建设的思

路、 方法、 措施都用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 从而在根本上完善税收监

管的手段， 为加快税改， 实现两个

转变创造更好的 、 规范的法律条

件。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

琪说： “我国现在实现信息共享有

很多困难， 部门所有现象严重， 共

享很难， 我觉得应该作为国家重要

事项， 统筹信息共享。”

任茂东委员认为： “税收征管

部门认为目前没有条件来按家庭负

担扣税的问题， 理由并不充分。 就

‘金税工程’ 国家投入了大量经费，

国家财政、 税务部门的装备是世界

一流的计算机和办公网络系统， 硬

件完全足够。”

修改个税法

调节收入分配力度几何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热议个税法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