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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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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出席中央电视台 “新春走基层” 活动座谈会
并讲话， 强调要认真总结经验 、 完善长效机
制， 推动 “走基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持
续深入开展， 引导新闻工作者把新闻写在大地
上、 写在人民心坎上， 努力使新闻队伍建设取
得新的成效， 使新闻宣传工作呈现新的气象。

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 “新春走基层” 是
“走转改” 活动的一次集中行动， 是 “走转改”
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走转改” 活动启示我
们： 做一名优秀新闻工作者最根本的是要解决
好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的问题， 深刻
理解新闻工作者的根基所在、 价值所在， 更好
地肩负起宣传群众、 动员群众、 服务群众的职
责使命； 新闻工作者的位置应当是 “在路上、
在基层 、 在现场 ”， 在路上心里才会有时代 ，
在基层心里才会有群众， 在现场心里才会有感
动； 改进新闻报道文风关键是 “说实话、 说新
话、 说老百姓的话”， 善于从群众语言中汲取
智慧， 不断创新表达方式， 使新闻报道更加生
动鲜活、 富有感染力。

这个冬季，极寒成了欧亚许多国家的噩
梦， 在曾经普遍被认为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为何会出现让人“意外”的极寒天气？ “新华
视点”记者约请权威专家进行了解读。

寒潮袭击欧亚
今年春节以来，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总体

偏低，黑龙江漠河、内蒙古图里河、根河 、海
拉尔、牙克石、陈巴尔虎旗等地的最低气温
普遍处在-40℃以下。

和欧洲不少国家相比 ， 我国的情况还
不算太糟。 欧洲的法国、 德国、 乌克兰等
国遭遇大面积极寒， 个别国家或城市甚至
因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然而， 就在欧亚许多地区苦捱寒冬时，
同属北半球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 连日出

现反常高温， 长滩机场气温超过30摄氏度，
打破了最近40年的纪录。

“小冰河期”还是“继续变暖”
对未来的气候变化走向 ， 气象专家们

则分歧很大， 出现了地球 “继续变暖 ” 和
“进入小冰河期” 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
王启祎等不少气象专家认为 ， 当前欧亚地
区出现的极寒天气并不意味着全球气候变
暖趋势发生变化 。 相反 ， 全球变暖正是引
起此次极寒天气的深层次原因。 王启祎说，
由于全球升温 ， 特别是北极升温显著 ， 北
极海冰融化造成北极高度场升高 ， 才导致
近期北极冷空气向中高纬度地区扩散。

然而，一些气象专家则从专业的角度证

明着自己对“全球变暖”这一说法的不认可。
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 清华大学教

授王斌研究了10年到30年、50年到100年这两
个尺度全球平均地表温度的自然变化后发
现，虽然从表象上，近年来全球温度呈向上走
的趋势，但就温度变化的自然定律来说，趋势
是下行的，在这两种趋势同时作用时，降温的
趋势要略高于升温趋势。 “从我个人的研究来
看，未来50年到100年，温度是向下走的。 ”

科学应对是关键
专家们确定 ， 影响气候的因素是多种

多样的， 其中某一条件的剧烈变化就有可
能带来极寒或酷暑 、 旱涝或飓风 。 世界气
象组织预测 ， 今后极端天气现象的发生将
更为频繁， 强度更大， 影响地区更广。

在现有的科技水平下 ， 面对极端天气
现象， 我们能做什么？

专家们认为 ，首先 ，人们应该认识到人
类活动也是极端天气产生的原因之一，必须
深刻反思和立刻停止对地球的掠夺式开发。

其次 ， 无论政府还是公众 ， 都应从每
次应对极端天气的过程中吸取教训 ， 总结
经验， 未雨绸缪 ， 不断提高应对极端天气
的能力。

当一个地区面对极端天气时 ， 受影响
的几乎是社会的各个方面 。 交通运输 、 能
源保证、 食品供应 、 医疗服务、 应急物资
储备乃至社会保障体系都要受到严峻考验。
在本次极寒天气中， 欧洲冻死的许多人都
是无家可归者 ， 这对我国的社会救济体系
也是一个警示。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中央气象台7日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预计我国中东部地区还将持续低温天气。

图为2月7日， 山东烟台东炮台旅游码头
的防护栏上结满海水冰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7日电 据来自内
蒙古民政部门的消息， 持续极寒天气对呼伦
贝尔地区人们的生活、 牧业生产和交通造成
不利影响， 但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

从2011年12月23日至2012年2月6日止 ，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大部分时间持续在
低温环境中，-40℃以下气温持续7-9天 ，期
间最低气温出现在陈巴尔虎旗，为-51.9℃。

记者今天从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获悉，
截至2月6日， 罕见低温天气已造成呼伦贝尔
市4万余人受灾， 但未出现人员伤亡。 据介
绍 ， 低温天气导致呼伦贝尔市的 150余头
（只 ） 牛 、 马等大牲畜和1500余只羊死亡 ，
冻裂房屋8000余户 、 2.4万余间 ， 灾害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和房屋维修费1300余万元。

呼伦贝尔-40℃
持续一周
4万余人受灾

刘云山在“新春走基层”
活动座谈会上强调

把新闻写在大地上
写在人民心坎上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7日宣布， 自2月8日零时起全国汽、 柴
油价格每吨提高300元， 相当于90号汽油和0号
柴油零售价平均每升分别提高0.22元和0.26元。

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国
际市场油价持续震荡攀升。1月4日，美国得克萨
斯轻质原油（WTI）期货价格涨至每桶103.22美
元，比去年10月初的最低点上涨了37%。

2月2日， 与国内油价挂钩的国际市场三种
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比去年10月
9日降价时上涨4%以上， 达到国内成品油价格
调整的边界条件 。 但考虑到元宵佳节即将来
临， 因此适当推迟了调价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卫敏丽） 2
月7日， 财政部、 民政部下拨2011-2012年度第
二笔中央冬春救灾资金12.6亿元， 要求各地将
中央补助资金与地方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统
筹使用， 按照不低于中央的补助标准， 对冬春
期间受灾群众口粮 、 衣被取暖等困难给予补
助， 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至此， 财政部、 民政部共安排下拨63亿元
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用于帮助各地灾区统筹解
决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在口粮、 衣被取暖等方面
存在的困难。

汽柴油价格
今起每吨上涨300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邹伟 史竞
男）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印发 《关于
进一步加强客货运驾驶人安全管理工作的意
见》， 进一步提高客货车驾驶人培训考试要求
和准入门槛， 严格日常教育管理和违规问题责
任追究， 以提高客货运驾驶人队伍素质， 预防
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意见》 针对
客货运驾驶人的职业特点，从驾驶培训考试、准
入资格管理、日常教育监管、严格责任追究4个
方面出台了17项严格管理举措，提出了更高、更
严格的要求， 同时进一步强化了驾驶人培训和
考试工作衔接，明确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联合监
管工作职责， 建立了对客货运驾驶人实行全过
程监管、终身诚信考核的管理机制。

公安部、 交通部：
提高客货车驾照考试要求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马尔代夫数十名警察7
日哗变 ， 占领国家广播电视台 。 总统穆罕默
德·纳希德随后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

路透社报道， 当天早些时候， 纳希德下令
警方驱散在首都马累集会的示威者， 但一些警
察拒绝执行命令， 转而联合反对派， 占领国家
广播电视台， 广播支持反对派的内容。

哗变数小时后 ， 总统纳希德发表电视讲
话， 宣布辞职。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7日晚从相关
出境游旅行社获悉， 目前旅行社正采取积极措
施， 确保在马尔代夫的我国旅客安全。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记者 易
爱军 冉维） 美国白宫6日宣布， 奥巴马总
统已下令冻结伊朗政府和包括伊朗中央银
行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在美国境内的所有
资产。

白宫发表声明说 ， 奥巴马在5日签署
的总统令中把此举称作针对伊朗的 “额外
举措”， 意在应对伊朗中央银行和其他银
行隐瞒与遭制裁方实施交易的 “欺骗性行
径”、 伊朗反洗钱机制的不足和实施过程
中的弱点， 以及伊朗所作所为对国际金融
体系造成的 “持续而不可接受的” 风险。

此外， 对于被认定与美国制裁黑名单

上有联系的人， 奥巴马也授权冻结他们的
资产。 新一轮制裁自美国东部标准时间6
日中午12时1分 （格林尼治时间17时1分 ）
生效。

美国政府已公开表示， 现阶段仍寻求
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6日电 伊朗国防
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6日说， 伊朗近来在
电子、 光学和通信系统以及其他军事装备
方面取得21项成果。

伊朗当地电视台当天援引瓦希迪的话
说， 伊朗最近共推出9条生产线 ， 这些生
产线涉及生产先进激光制导炮弹、 反装甲

导弹、 激光防空系统预警装置 、 3种先进
雷达以及一款微波灯。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6日电 据伊朗迈
赫尔通讯社6日报道 ， 伊朗安全部门最近
逮捕了数名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 波斯
语台工作的伊朗人， 但报道未提及被捕者
的姓名和具体人数。

迈赫尔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知情者的
话说， 多名 “受骗” 伊朗人因涉嫌在伊朗
境内为英国广播公司收集新闻和信息而遭
到安全部门逮捕。 报道称， 这些人从英国
广播公司收取了数目可观的酬金。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6日电 （记者 冉
维 易爱军） 美国国务院6日宣布， 美国已
经关闭其驻叙利亚大使馆， 所有使馆人员
已经撤出叙利亚。

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 ， 从6日开始 ，
美国已停止其在大马士革大使馆的工作 ，
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和所有美
国使馆工作人员现已离开叙利亚。

声明说， 美国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叙
利亚政府未能对美国大使馆的安全担忧作
出足够回应。 声明说，福特现在依然是美国
驻叙利亚大使，他将在华盛顿继续工作。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叙利亚政府军哗
变军官6日宣布成立一个高级军事委员会，
统筹针对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军事行动。

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 “与持不同政
见军官磋商后， （我们） 就组建 ‘高级革
命委员会’ 达成一致， 以使叙利亚 （从巴
沙尔政权下） 解脱出来。”

声明由委员会领导人、 政府军哗变军
官穆斯塔法·艾哈迈德·谢赫签署。

谢赫现年54岁， 据信为叙利亚政府军
最高级别的哗变军官 ， 1月初前往土耳其
寻求避难。 脱离政府军前， 他负责叙利亚
北部地区安全事务。

据新华社华沙2月6日电 波兰外交部
发言人马尔钦·博萨茨基对记者说 ， 波兰
将代表美国在叙利亚的利益。

马尔钦称， 美国国会考虑到波兰与美

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以及波兰在中东地区
的地位， 请求波兰政府代表美国在叙利亚
的利益。 波兰政府予以积极回应， 保证以
波美友谊为基础， 实现国际团结。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6日电 据叙利
亚官方媒体报道 ， 叙内政部6日发表声明
称， 叙军将继续在中部省份霍姆斯省追剿

“武装恐怖分子”，直到安全形势得以恢复。
官方的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内政部声明

称， 几周以来霍姆斯省 “武装恐怖分子 ”
对民众的侵犯不断升级 ， 他们引爆炸弹 ，
实施绑架和抢劫， 破坏公私财产， 并杀害
数百名无辜民众。

美冻结伊朗在美所有资产
■伊取得21项军事科技成果
■逮捕多名为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人

美关闭驻叙大使馆
■叙哗变军官成立军事委员会
■政府军继续追剿“武装恐怖分子”

图为叙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分子交火后霍姆斯街头的装甲车残骸。 新华社发

据巴基斯坦当地媒体7日报道， 巴基斯坦
东部城市拉合尔楼房坍塌事件目前已造成17人
死亡。 6日早晨， 拉合尔一家制药公司的一栋
三层楼房由于爆炸导致坍塌。 新华社发

马尔代夫总统辞职

这个冬天为何冷

我在苏丹被劫持
29名工人安全获救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北京时间2月7日
22时35分， 中水电集团苏丹公路项目组遭劫持
的29名中方人员安全获救， 并在中国政府赴前
方工作组和我驻外外交人员等陪同下平安抵达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 目前 ， 29人身体状况良
好， 情绪稳定， 他们将在当地接受进一步身体
检查并稍作休整后乘机回国。

据新华社喀土穆2月7日电 苏丹方面7日在
喀土穆向中方移交了日前在反政府武装袭击中
不幸中弹身亡的一名中国工人的遗体。

警察哗变占领国家广播电视台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6日电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6日发表声明， 反对巴勒斯坦民族
解放运动 （法塔赫） 与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筹建联合过渡政府， 要求巴民族权力机构
主席、 法塔赫领导人阿巴斯在与以色列实现和
平和与哈马斯达成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阿巴斯6日同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迈沙阿勒
在多哈签署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组建由阿
巴斯领导、具有独立职能的联合过渡政府，负责
筹备大选和启动加沙地带重建。

法塔赫与哈马斯
筹建联合政府

据新华社三亚2月7日电 记者从7日召开的
三亚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获悉， 对于微博上爆出
三亚凤凰富林渔村海鲜排档涉嫌欺客宰客的事
件， 三亚市工商部门经多方调查取证发现该店
确实存在欺客宰客、 误导消费行为， 将依法吊
销其营业执照， 给予最高额度罚款。

1月29日， 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网友罗迪反
映他的朋友高先生在三亚富林渔村海鲜排档3
个菜花掉近4000元。 三亚市工商局获悉后立即
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经查实， 富林海鲜排档
在经营中使用实际上不存在的海鲜品名， 如使
用白帝螺、 宝塔蟹等误导消费者。

三亚市工商局决定依法吊销富林海鲜排档
的营业执照，依法给予最高额度罚款，将该店股
东及负责人列入黑名单，并且三年内不得担任同
行业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股东。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曹欣阳 谭
晶晶） 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7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说 ， 中方敦促利比亚方面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 杜绝类似中国驻利比亚使馆遭冲击事件再
次发生， 确保中国在利比亚人员和机构安全。

刘为民说， 中方对驻利比亚使馆遭到冲击
表示严重关切， 并已向利方提出交涉。

中方敦促利
确保我在利人员安全

三亚宰客海鲜排档
营业执照被吊销

以色列表示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