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10日电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首都大马
士革当地时间10日上午8时左右发生
两起恐怖爆炸袭击事件。叙利亚内政
部10日发表声明说，目前已造成55人

死亡、372人受伤。
报道说，爆炸发生时，正值人们上班

和上学高峰期。 爆炸地点位于大马士革
东部往北部霍姆斯市的出城高速路上。

记者在爆炸现场看到，现场浓烟

滚滚，救护车和消防车已抵达并开展
救援 。10多辆汽车和卡车被炸毁 ，遍
地是残肢和鲜血。距爆炸现场约40米
处是叙利亚国家安全机构大楼，爆炸
对大楼造成严重破坏。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印度尼西亚搜
救人员10日宣布找到前一天失踪的俄
罗斯苏霍伊超级100型支线客机。

据新华社雅加达5月10日电 印

度尼西亚国家搜救中心10日说，继当
天早些时候在西爪哇省山区发现坠
毁的俄罗斯新型客机残骸后，已找到
部分遇难者遗体， 尚未发现生还者。

搜救中心发言人帕拉考索说，当天的
救援工作因天气恶劣已经暂停。救援
人员11日将通过直升机转移遇难者
遗体，并寻找失事飞机的黑匣子。

印尼找到俄罗斯失踪客机

本版责编 李特南 孟姣燕 责任校对 胡永龙时事 ２０12年5月11日 星期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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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
郝亚琳）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哥伦比亚总统桑托
斯。

温家宝表示， 近年来， 中哥交往
日益密切， 各领域合作富有成效。 中
方支持哥伦比亚实现全面和平、 发展
经济的努力， 重视哥伦比亚在拉美地
区的影响， 愿与哥方发展全面友好合
作关系。

温家宝表示 ， 中哥经济互补性
强， 两国要尽快启动自贸协定谈判，
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成功， 为扩大
贸易与投资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
景。 中国政府鼓励本国企业赴哥伦比

亚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利
用。 双方可在科技、 农业、 减灾等领
域开展更多的交流合作， 增强可持续
发展能力 。 中国愿在平等互利基础
上， 同拉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加强联
系。

桑托斯表示， 中国的快速发展改
变了世界的面貌， 也为哥中合作提供
了新的机遇 。 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巨
大， 尽快签署自贸协定符合双方共同
利益。 哥方愿学习借鉴中国的发展经
验， 进一步扩大双方各领域的交流合
作 ， 加强在国际 、 地区事务中的沟
通、 协调， 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向前发
展。

温家宝会见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
中方愿与哥方全面友好合作

眼下人们关于 “重大节假日免
收路桥通行费 ” 的期待和热议一直
在持续 。 网络调查显示 ， 近八成的
投票者认为节假日高速免费可行 。
专家表示 ， 目前我国高速公路 “贫
富差距 ” 大 、 整体负债率高成为免
费通行的最大阻力。

汽车社会期待“免费路”
近年来，我国民众要求清理及取

消高速公路收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
期望和抱怨声增多的背后是我国汽
车消费量的快速增加 。 截至去年11
月，我国汽车保有量达1.04亿辆，其中
“私家车”的保有量达到7748万辆。

新华网近日关于 “现在完全取

消收费公路是否可行” 的调查显示，
22.3%的人认为 “不可行， 完全由财
政投入或加重纳税人负担”， 而高达
77.6%%投票者认为 “可行 ， 公路属
于公共设施， 应完全由财政投入”。

虽然民众对 “免费路 ” 的期待
高，但交通运输部的专家认为 ，目前
全国收费公路2.32万亿元的债务总
余额 ， 全部由财政负担显然有很大
的压力。

“退而求其次”， 一些专家开始
建议重大节假日免收路桥通行费 。
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最近也透露，
正认真研究重大节假日收费公路免
收通行费有关问题 ， 按程序报批后
争取尽快实施 。 在此之前 ， 河北 、
山东等省份已经实行春节部分时段
免费通行的做法。

高速公路“贫富差距”大
高速公路毛利率超茅台 、 超房

地产行业的现象 ， 不时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 。 一些专家认为 ， 目前一
些高速公路的盈利状况确实比较好，
但从全国来看，高速公路之间也存在
较大的“贫富差距”，在发展高速公路
过程中应避免盲目上项目，负债较高
而社会效益低的后果最终将由全民
的高额高速公路费来“埋单”。

根据最近的上市公司年报 ， 今
年一季度， A股19家路桥公司的销售
毛 利 率 依 然 较 高 ， 平 均 值 达 到
58.7%， 最高的重庆路桥达到87.4%，
而去年这家公司的毛利率为91.14%，
和同期茅台91.57%的毛利率十分接
近 。 虽然毛利率较高 ， 但有专家认

为 ， 毛利率高并不能直接等于利润
率高， 更不能直接说其是 “暴利”。

“总体来看 ， 高速公路的盈利
能力并不是很高 ， 一些投资大 、 辐
射区经济并不发达的路线 ， 很多还
出现亏损。” 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许云飞说。

还民“满意路”还应多挖潜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对“价格”和

一些超期乱收费不满意外，许多车主
对高速公路的服务质量也存在很多
“怨言”，其中就包括修路频繁导致车
速慢但收费不减 、 收费站排队ETC
（不停车收费）质量不高、不同高速路
收费缺乏弹性等问题。 专家认为，收
费公路让民众满意，还需多方挖潜。

（据新华社济南5月10日电）

高速公路节假日能否免费
新华社记者 袁军宝 贾云鹏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已
由老挝依法移交中方的“金三角”地
区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于
10日下午被押解抵达中国北京。中
国公安机关对糯康宣布逮捕。 记者
同时从公安部获悉， 该集团与湄公
河“10·5”案件有直接关联 ，并涉嫌
针对中国籍船只和公民的多起抢
劫、杀人犯罪活动。糯康将受到法律
的严正审判。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中
老缅泰四国警方联合工作， 现有证
据证明，长期盘踞湄公河流域“金三
角” 地区的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
糯康及其骨干成员， 与泰国个别不
法军人勾结策划、 分工实施了造成
13名中国船员在湄公河泰国水域被
枪杀的“10·5”案件。

不完全统计显示， 仅2008年以
来， 糯康武装贩毒集团涉嫌针对中
国籍船只和公民实施抢劫、 枪击犯
罪活动多达28起，致伤3人，致死16
人。特别是“10·5”案件发生后，湄公
河流域的治安形势急剧恶化， 河流
航运量锐减90%， 沿岸国家经济发
展和正常商贸活动受到严重损害。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中
老缅泰四国联合执法、 通力合作下，
成功抓获糯康贩毒集团及 “10·5”
案件主犯， 有力地震慑了湄公河流
域其他犯罪团伙和犯罪分子， 维护
了湄公河流域航运安全， 保护了沿
岸四国经贸和人员的正常往来。

勾结泰国不法军人制造湄公河惨案， 涉嫌杀死我公民16人

“金三角”毒枭糯康被押解抵京

5月10日，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金三角” 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糯康等待在 《逮捕证》 上签字。 新华社发

5月10日15时6分，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
功将遥感卫星十四号送入太空。 同时， 成功搭载发射了天拓一号卫星。 图为
火箭发射点火瞬间。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
王立彬） 最新发布的 《2011中国国土
资源公报》 显示， 目前全国城市地下
水较差—极差级水比例已经过半 ，
全国地下水质量状况不容乐观。

公报指出 ， 2011年全国200个城
市开展地下水水质监测。 在4727个水

质监测点上 ， 取样测试分析结果表
明，水质呈优良级的占全部监测点的
11%；水质呈良好级的占29.3%；水质
呈较好级的占4.7%； 水质呈较差级的
占40.3%；水质呈极差级的占14.7%。水
质呈较差—极差级的占55.0%，已经超
过了优良—良好—较好级水。

全国城市地下水质过半较差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记者
吴晶 刘奕湛） 教育部10日通报201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泄题事
件查处情况。

通报说， 经查明， 湖南省湘潭市
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周文胜为谋
取经济利益， 利用职务之便， 借统一
整理试卷之机从湘潭市教育考试院
保密室窃取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试卷， 并复印转卖。 公安机关
查清了以周文胜、 欧阳泽辉 （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技师）、 段宏博 （中南
大学人事处聘用人员）、 陈龙 （贵州
省遵义医学院研究生） 等人为首的犯
罪团伙窃取贩卖2012年硕士研究生考
试试题的主要犯罪事实， 并打掉了一
批社会 “助考” 犯罪团伙， 抓获了一
批犯罪嫌疑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
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
生管理规定》 等规定， 湖南省人民政
府、 中南大学及遵义医学院已对泄密
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关责任人、分管
负责人和主要负责人作出处分： 给予
湖南省湘潭市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
周文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技师欧阳泽辉开
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中南大学
人事处聘用人员段宏博开除党籍处分
并解除聘用合同； 给予遵义医学院研
究生陈龙开除党籍、开除学籍处分。以
上4人已由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教育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已启动
问责程序， 对中南大学、 湖南省相关
地区和部门有关负责人进行问责。

教育部通报2012考研泄题事件
多人被批捕

据新华社甘肃酒泉5月10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10日
宣布，用于发射神舟九号飞船的长征
二号F运载火箭已通过出厂评审，9日
运抵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在发射
场的各项测试准备工作。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进场后，将陆
续展开有关装配和测试工作。 此前，酒
泉卫星发射中心已对载人航天发射场
设施设备全面进行了检修检测，并开展
了人员针对性训练。目前，发射场已具
备执行载人交会对接任务的能力。

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运抵酒泉

5月10，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南环
街道办事处帽合村发生严重地质灾
害， 当地已将1700多人转移到安全地
带。 图为柳州市柳南区帽合村一房屋
底部塌陷出深坑， 部分墙体垮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9日电 （记
者 樊宇 蒋旭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9日宣布， 批准中国工商银行收购
美国东亚银行股份， 并批准其他两大
中资银行在美国设立分行。

美联储在声明中说， 批准中国工
商银行、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中
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收购
美国东亚银行至多80%的股权。

美联储当天还宣布， 批准中国第
三大银行———中国银行在芝加哥设
立分行， 并批准中国第四大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在纽约设立分行， 从事
批发银行和贸易融资等业务。

美批准三大中资银行
拓展在美业务

菲外交部恢复与我使馆接触
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10日表示， 中方肯定菲律宾
外交部恢复与中国驻菲使馆外交接
触， 将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和菲方实际
行动。

据报道，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日前
就黄岩岛事件表示，菲方正在努力提出
新的外交解决倡议， 希望能够缓和局
势。 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
说，我们注意到上述表态，也肯定菲外
交部恢复了与中国驻菲使馆外交接触。

“中方向菲方重申了有关立场，
要求菲方在黄岩岛问题上尊重中国
的主权， 不要采取使事态扩大化、复
杂化的行动。” 洪磊说，“我们将密切
关注形势发展和菲方的实际行动。”

据新华社马尼拉5月10日电 中
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10日说 ，
对于菲律宾个别民间组织将于11日
到中国大使馆领事部前举行示威活
动， 中国大使馆已向菲外交部等有
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 ， 要求其采取

切实措施， 确保在菲中国公民人身
和财产安全。

发言人指出 ， 有关菲律宾个别
民间组织将于11日到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馆领事部前举行示威活动的消
息引发海内外中国人高度关注 ， 也
引起在菲中国公民对自身安全的担
忧。 中国大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事
态发展 ， 及时发布有关安全信息 ，
提醒广大在菲华侨华人 、 留学生等
注意安全防范。

我驻菲使馆要求菲确保中国公民安全

据新华社合肥5月10日电 5月10
日下午3时， 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对备受社会关注的 “花季少女被毁
容 ”案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陶某犯
故意伤害罪，被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1
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 被告人陶某与
被害人周某 （未成年人 ） 系同学关
系 ， 两人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矛盾 ，

陶遂产生报复心理。 2011年9月17日
18时许， 被告人陶某携带打火机及装
有打火机油的雪碧瓶 ， 来到周某家
中， 在周的卧室内双方发生争执。 陶
打开雪碧瓶 ， 将打火机油泼洒在周
的面颈部等处， 并用打火机点燃。 经
法医鉴定 ： 被害人周某面颈部及左
耳烧伤， 所致损伤后果构成重伤， 颈
部及左手功能障碍构成重伤。

合肥“花季少女毁容案”宣判
被告人获刑12年1个月

叙首都发生两起恐怖爆炸 已致55人死亡372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