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 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东南大约370公里处的布雷加港， 反政府武装人员
打出胜利的手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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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利比亚班加西8月16日电 利
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 副主席、 发言人

阿卜杜勒-哈菲兹·古贾在此间否认反对派
与卡扎菲政权进行谈判。

古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 利比亚
反对派与卡扎菲政权绝未在突尼斯进行
过谈判 ， 并表示目前 “接受其他方面协
商谈判的时期已经过去 ， 革命即将取得
胜利”。

古贾同时欢迎卡扎菲政权内部官员与
其决裂。 他说：“卡扎菲政权即将倒台， 其
支持者只有与其决裂才能获得生存。”

据新华社的黎波里8月15日电 利比亚
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15日称 ， 利比
亚政府军在距首都的黎波里200多公里的
米苏拉塔战场上取得 “胜利”， 目前政府
军已经可以进入米苏拉塔市中心。

易卜拉欣通过利比亚电视台说， 政府
军进入城区后开始清理城内反对派的残余
力量 。 他说 ， 在政府军发动攻势的过程
中， 米苏拉塔和兹利坦的部落力量为维持
城内治安提供了重要帮助。

关于西线的战事， 易卜拉欣表示， 目
前的黎波里西部重镇扎维耶还在政府军控
制之下， 他坚信 “围困扎维耶的反对派力
量薄弱， 解决他们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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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来往于京津城际高铁的旅客们
发现 ， 以前只要30分钟的旅程从今天开始
“慢”了3分钟。 从这天起 ，中国高铁开始降
速。 这也是自1997年以来先后6次大提速，以
及2008年中国首条时速350公里的京津城际
高铁开通以来， 中国首次放慢高铁步伐，寻
求“速度”与“安全”的同步发展。

新列车运行图降速降价

从16日开始 ， 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
车运行图。 新的列车运行图将调整列车开
行方案， 适当降低新建高铁运营初期的速
度。 新图将分两阶段实施。

新的列车运行图主要特点 ， 一是将目
前京津城际、 沪杭两条高铁的时速由350公
里调整到300公里； 二是将合宁、 合武、 石
太、 昌九、 海南东环 、 杭深线宁波至厦门
段、 长吉、 秦沈高铁时速由250公里调整到
200公里； 三是将客货混跑的既有线动车组
列车时速由200公里调整到160公里。

速度调整的动车组列车运行时间将有
所延长， 直通列车和中途停靠站基本保持
不变， 各席别票价在现行票价水平基础上，
下浮5%左右。

新图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 第一阶段 ，
京津城际、 海南东环、 广珠城际高铁， 从8
月16日零时起实施新图 。 调整后 ， 京津城
际、 海南东环 、 广珠城际高铁的列车开行
数量不变。

第二阶段， 其他高铁从8月28日零时起
实施新图， 8月24日起按调整后新的列车运
行图和票价预售车票。

降速旨在“增加高铁安全冗余”

铁道部部长盛光祖表示 ， 高铁降速是
“为增加高铁安全冗余 ， 积累安全管理经
验”。 在列车密度方面： 高铁运营初期采取
列车运行图一次编制、 分阶段实施的办法，
逐步提高列车开行密度 ， 以利于新设备更
好的磨合。

从1997年到2007年， 中国铁路经历了6
次大提速 ， 并在2010年末在京沪高铁试验
段创造了486.1公里的试验时速。 截至降速
前， 中国已建成投产的时速250公里以上高
铁营业里程达5903公里 ， 日均开行动车组
1604列， 运送旅客132万人次。

然而 ， 在速度狂飙的同时 ， 中国高铁
的质量控制 、 调度管理以及人员素质等方
面并未跟上 ， 相继发生了京沪高铁连续故
障 、 动车召回等事件 ， 特别是 “7·23” 甬
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 酿成
40人死亡、 192人受伤的惨剧。

安全大检查“亡羊补牢”

“为切实加强铁路安全工作 ， 我们一
手抓当前， 扎实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及整改，
迅速稳定铁路安全局面 ； 一手抓长远 ， 强
化基础和管理 ， 努力实现铁路安全持续稳
定。” 盛光祖说。

他介绍说 ， 针对当前 ， 一是为解决信
号设备设计缺陷问题 ， 已经完成了对所有
使用与事故区段相同制式的信号设备全面
测试排查， 增加了硬件防护措施 。 二是防

范信号和列控系统出现新问题 。 三是对于
涉及安全的各项行车设备进行技术专项检
查 ， 排查隐患 。 四是修订并严格执行非正
常情况下的行车组织办法和工作流程 ， 完
善细化各类应急预案 ，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和水平。

“对在建的高铁项目 ，我们正在进行全
面检查。 重点是科学合理地安排施工组织，
严格禁止建设项目赶工期，加强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严格工程验收。 总之，工程建设进度
要服从质量安全。 ”他说。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高铁降速 安全补课

新华社太原8月16日电 （田兆运 李超
军 ） 16日6时57分 ，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用 “长征四号乙” 运载火箭， 成功将
“海洋二号” 卫星送入太空。

“海洋二号” 卫星是我国第一颗海洋

动力环境监测卫星， 主要任务是监测和调
查海洋环境， 是海洋防灾减灾的重要监测
手段， 可直接为灾害性海况预警报和国民
经济建设服务， 并为海洋科学研究、 海洋
环境预报和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卫星遥

感信息。 卫星用户为国家海洋局。
“海洋二号”卫星和“长征四号乙”运载火

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
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4次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海洋二号”卫星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吕诺）国
家人口计生委等六部门16日联合召开全国集中
整治“两非”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启动为期8
个月的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非医学需要的胎儿
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

目前 ，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8.06，
“两非”行为是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直接
原因。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安部、卫生部、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局、 总后勤部卫生部和全国妇联日
前联合制定《集中整治“两非”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提出在2011年8月到2012年3月期间开展专
项行动，分部署、集中治理和督查评估三个阶段
进行，依法打击“两非”行为。

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提出， 此次行动要
大力传播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破除男尊
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要全面加强各级医
疗保健机构、 人口计生服务机构及有关单位从
业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教育， 坚决拒绝 “两
非”行为；要把查处“两非”案件作为这次专项行
动的重中之重， 对涉案的单位和责任人依法严
肃处理。 特别是要完善胎儿性别鉴定和终止妊
娠登记、孕产期全程服务管理制度，加强对B超
使用、终止妊娠药物销售使用、非医学需要实施
终止妊娠手术等重点环节的整治。

六部门联合行动

整治非医学需要
胎儿性别鉴定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16日从国家
外汇管理局获悉，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严厉打击跨境资金违规流
动，特别是对“热钱”流入保持高压态势，进一步
提升检查手段，加大大案要案查处力度。

外汇局表示， 还将加强与相关监管部门的
协调合作， 充分发挥相关协调机制的作用， 形
成应对和打击 “热钱” 的监管合力。

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 ，
2011年上半年 ， 外汇管理部门继续保持打击
“热钱” 的高压态势， 查处各类外汇违法违规
案件1865件， 涉案金额超过160亿美元， 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26.2%和26.9%。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近日， 一些地区
工商部门检查发现 ， 市场上销售的有些燕窝
亚硝酸盐含量超标 ， 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合法
权益。 为此，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已部署全
国工商系统开展流通环节燕窝市场专项检查。

这是记者16日从工商总局了解到的。
工商总局已通知各地， 集中时间和执法力

量， 加大燕窝市场巡查、 检查和排查力度； 对
发现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燕窝 ， 一律责
令经营者停止销售， 下架退市， 依法查处， 该
销毁的坚决销毁， 防止再次流入市场。

工商总局还要求各地， 切实加大对销售假
冒伪劣燕窝案件的查办力度 ， 对大要案件实
行领导包案 ， 挂牌督办 ， 限期办结 ， 彻查到
底 ； 对涉嫌犯罪的 ， 要及时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 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要坚
决依法查处。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记者 林晖） 随
着南方高温范围逐渐扩大， 强度日益加强， 中
央气象台16日18时将持续多日的高温蓝色预警
升级为高温黄色预警。

从13日开始，副热带高压在南方稳定维持，
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饱受高温之苦。 16日
白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大部、贵州东北部及
江南大部等地出现35℃至37℃的高温， 重庆大
部和四川东南部达到38℃至40℃。

中央气象台预计， 17日白天江汉大部、 江
淮中南部、 江南、 华南、 四川东部、 重庆、 贵
州东部等地有35℃以上的高温天气， 其中四川
盆地大部、 重庆、 江南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
气温可达38℃至39℃， 重庆大部、 四川盆地南
部、 浙江南部的局部地区可达40℃至41℃。

据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全国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16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
发布 《2010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公报显示， 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
达1.7765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26%。

据介绍，全国老龄办是继2010年以来第二次
发布“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年度统计公报”，公报由
全国老龄办依托多方面数据资料组织编写。 公报
包括两部分内容：2010年老年人口基本信息和老
龄事业发展状况。 后者包含养老保障、医疗保障、
养老服务和老年文体活动等四个部分，全面反映
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各方面的信息。

公报显示（公报数据均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201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7765亿，
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3.26%，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
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公报显示，2010年全国享受高龄补贴的老年
人数已达576.4万，较上年增加145.5万，增长33.8%。

外汇局：

继续对“热钱”流入
保持高压态势

工商总局开展
燕窝市场专项检查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
已达1.7亿

南方高温范围扩大
中央气象台升级高温预警

8月16日， 在天津站， 京津城际列车乘务人员为乘车旅客提供引导服务。 新华社发

8月16日6时57分， 载有 “海洋二号” 卫星的 “长征四号乙” 运载火箭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平壤8月16日电 （记者 张利
赵展） 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 《劳动新闻》
16日发表署名文章说， 美国和韩国于16日至
26日举行 “乙支自由卫士” 联合军事演习，
是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
愿望的挑战。

文章说， 美国试图举行针对朝鲜核和导
弹“清除”的演习，目的在于对突袭朝鲜核和
导弹基地和设施进行实战演练。文章说，目前
朝鲜半岛局势面临严重危机， 任何偶发因素
都有可能引发全面战争。 美国动员武力对朝
鲜主权进行威胁， 对此朝鲜军队和人民不会
“坐视不理”，朝鲜军队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朝鲜内阁机关报 《民主朝鲜》 当天发表
文章说， 韩国不顾朝鲜反对， 同美国一起举
行联合军演 ， 是其企图实现侵朝野心的产
物。 对话和战争演习不能并存， 韩美必须立
即停止军演。

朝媒谴责
美韩联合军演

据新华社旧金山8月15日电 谷歌公司15
日宣布将出价约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移
动公司。这一交易如果最终完成，将是近10年
来无线设备行业数额最大的一笔并购， 也将
创下谷歌收购金额的最高纪录。

美国福里斯特市场研究公司的分析师麦
卡锡当天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分析说，谷歌的举
动至少有三个目的：通过将软件与硬件集成来
与苹果公司等企业更好地竞争；获取摩托罗拉
的大量专利，授权给谷歌的合作伙伴以防范苹
果等公司的专利诉讼；借助摩托罗拉的机顶盒
专长来提振谷歌的网络电视业务。

谷歌目前以免费方式向摩托罗拉、 HTC
和三星等手机和平板电脑生产商提供其安卓
移动操作系统。 收购摩托罗拉意味着， 谷歌
可以将软件与移动装置进行 “垂直化 ” 集
成， 而将软硬件等进行捆绑被认为是苹果在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领域获得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 黑莓生产商RIM、 惠普公司等在移
动装置业务上也采取类似策略。 谷歌与摩托
罗拉联姻后， 将可以向苹果赖以成功的商业
模式发起直接挑战， 同时对其他手机生产商
形成更大竞争压力， 有望使谷歌的手机和平
板电脑业务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俄罗斯航天器制造
企业俄罗斯动力公司总裁维塔利·洛帕塔15
日说， 下一名太空游客将于2014年启程飞赴
国际空间站。

洛帕塔告诉记者， 除以国际空间站为目
的地，这家企业眼下着手打造太空游新项目
“月球之旅”，打算把旅客送到月球附近。

美国 “太空冒险” 公司今年1月说， 依
照与俄罗斯联邦航天署和 “联盟” 号制造企
业达成的协议， 俄方定于2013年起每年提供
3个前往国际空间站的太空游名额， 每次旅
程为期10天。

谷歌收购
摩托罗拉移动

下名太空游客
2014年启程

利反对派否认与卡扎菲政权谈判
利政府称在米苏拉塔取得胜利

警告可能触发全面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