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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近日， 住房城乡建设
部有关负责人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 介绍了当
前房地产市场形势和调控工作。

这位负责人说， 近两三个月以来， 由于大量新
楼盘陆续上市， 商业银行连续下调购房贷款利率，
并在基准利率水平上进一步下浮了购买首套住房
的贷款利率， 减轻了居民购房的实际负担， 使一段
时期以来积累的住房需求集中释放 。 当前市场的
购房者多为首次置业的自住住房需求 。 最新的市
场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7月底， 全国重点城市可售
新建商品住房面积仍处于历史高位。 进入8月份以
来， 部分热点城市住房成交量环比稳中有降。 房地
产市场将会保持基本稳定的态势。

这位负责人表示，从这次对全国16个省（市）开
展的督查情况看，个别地方出现了为强调稳增长，通
过放松住房限购条件、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刺激住
房消费的苗头。对此，国务院督查组已向有关地方政
府提出明确的整改意见，要求出现放松调控政策的
地区立即予以纠正，并强调各地不得以任何理由变
相放松调控。住房城乡建设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在
密切监测房地产市场的变化，会同和配合有关部门，
研究进一步强化市场调控的政策措施。

住建部：
房地产市场
将保持基本稳定

据新华社沈阳8月23日电 21日下午，
记者来到鞍钢集团齐大山铁矿，采访“当代
雷锋”、十八大党代表郭明义。还没进办公
室， 就有工友跟记者介绍这些天可把老郭
忙坏了。不久前，鞍山周边县市遭遇严重洪
涝灾害， 老郭就张罗了好几场规模庞大的
捐助活动。当天上午，老郭还去了灾情严重
的海城市， 给30名家庭受灾的小学生每人
送去300元钱。回来没有扒几口热饭，又来
接待这些慕名而来的厦门大学学生， 认真
回答他们每个人提出的问题。

学生李延航问他：“你捐赠或做慈善，持
续这么多年的动力何在？” 郭明义回答：“我
什么也不求，只是想助人为乐，帮助别人，如

果一定要有功利的话，我希望得到过帮助的
每一个人都能伸出援手，回报社会！”

郭明义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做的。
参加工作30多年来，郭明义累计献血量6万
多毫升，帮助贫困学生超过180人，最近12
年捐款金额接近工资收入的一半……这些
故事在全国百姓中可谓家喻户晓。 现在老
郭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诸多“光环”于
一身，但成名后的他与从前没有丝毫变化，
照样每天早晨6点前赶到矿山上班，碰到求
助者能帮一个就多帮一个。

郭明义创造的爱心奇迹不断地延续和
放大。 如今，117家中央企业成立了郭明义

爱心团队， 全国的郭明义爱心团队更是达
到了400余支，70多万人汇聚在 “郭明义爱
心团队”的旗帜下。

拥有30多年党龄， 如今又成为十八大
党代表， 一提起这个， 老郭就抑制不住激
动。“既高兴，也有压力。”老郭向记者坦言，
每天忙碌之后闲暇时，他总是在思考，如何
更好地履行一名党代表的职责。

“我想跟以前一样按照党章对党员的
要求去做，像雷锋那样，把党和人民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一辈子都不放松。”郭明义说。

坚守党章奉献社会一辈子不放松
“当代雷锋”郭明义：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号称“史上最惨烈”的电商“价格战”以一种滑稽
的结局收场：“价格战”发起方删除降价微博，产品价
格悄然回调。人们从当初的欣喜到茫然再到失望，无
疑成为“最受伤的人”。而商家在这场试图“空手套白
狼”的营销战中，却在宝贵的诚信上失分，令整个电
子商务行业蒙羞。

如今看来，不少数据都印证着这场“价格战”实
为“营销战”。比价网一淘网的监测数据显示，“价格
战”打响第一天，真正降价的商品仅有5%左右，而在
此前一天晚上， 部分商家还悄然提升了商品价格；
“价格战”开始后，不少热销商品频频缺货，缺货率最
高的商家甚至达到30%。

市场欢迎竞争，因为竞争从根本上讲有利于优胜
劣汰，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但凡事皆有度，如果频频发
起的“价格战”屡屡被证明只是一种促销手段，这样的
促销就有作秀和欺诈之嫌，必为消费者所不齿。

“价格战” 现象还折射出电商对发展模式的误
判。从京东来看，或许其认为自己有几十亿元的资本
做靠山，只要把销量做大，把规模做大，最终成功上
市，其商业模式就是成功。殊不知对任何一个商家而
言，最输不起的就是信用。以“价格战”来换取消费者
关注，却并不给消费者真正的预期实惠，受骗的消费
者难免选择“用脚投票”。

“人无信不立”，对企业而言，加强诚信建设，从
“价格战”转向“价值战”和“服务战”，以诚实经营致
力于持续发展，换取消费者信任，这才是赢得市场份
额、获得长远发展的真正法宝。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新华时评

别让“价格战”
输了信用

新华社记者 雷敏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因出土著名的辛
追夫人长久不腐的躯体、 大量珍贵的西汉
精美漆器 、 丝织品 、 帛书典籍而举世闻
名。 但近年来， 在长沙市民中暗传汉墓风
水好 ， 土壤有 “灵气 ”， 一些人就屡屡盗
挖马王堆汉墓封土， 拿来种菜、 养花甚至
腌制咸鸭蛋。 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痛
心呼吁： 绝对不能再挖了！

遗址上下“盗土坑”比比皆是
位于长沙城东、 浏阳河畔的马王堆汉

墓， 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 轪侯利苍的
家族墓地。 出土的海量文物令发掘成为20
世纪我国乃至世界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马
王堆遗址也因此成为中华汉文化的重要人
文根基。

记者20日在炎炎烈日下踏访马王堆汉
墓遗址。 该遗址位于拥有1000张病床的湖
南省马王堆医院一隅的小山包上， 入口处
矗立着写有 “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的
石碑。 遗址山坡上， 3号墓坑建成了遗址展
览馆， 1号墓坑、 2号墓坑已回填。

沿着石阶上山 ， 记者发现 ， 在林间 、
护坡上， 乃至汉墓回填的封土上， 有多处
灌木、 草皮植被被刨开， 土层被挖动的痕
迹。 1号墓、 2号墓墓顶被人频频取土、 破
坏植被后， 加剧了水流冲刷， 导致墓顶原
本铺设的水泥板边缘出现塌陷。

“灵土”被盗用于种菜养花
一位汉墓遗址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

来此 “盗土 ” 的人主要是四面八方的市
民。 原来， 随着长沙城市规模的扩张， 原
本位于郊区的马王堆汉墓遗址， 已经处于
闹市区地带 。 一些居住在 “钢筋水泥丛
林” 中的市民， 把取土的目光投向了马王
堆汉墓遗址。

一些市民们介绍， 城市中好土难得 ，

更何况马王堆汉墓遗址的土壤是 “正宗
黄土” ———带着密林间常年渗透其中的
腐殖质， 用来种花、 种菜肥力很足， 用
来腌制咸鸭蛋更是上选。 此外， 马王堆
汉墓辛追夫人遗体2000多年不腐， 足以
佐证此处的泥土沾有 “灵气”， 甚至有延
年益寿功效。

正是因为这种说法在长沙城中不胫而
走， 很多人便趁着天黑， 偷偷挖取黄土。
久而久之， 遗址上出现的 “盗土坑” 比比
皆是。

谁的范围谁负责？
在酷暑中靠一台旧电风扇送凉的售票处，

管理员郭意如对记者说， 包括她在内现有2人负
责管理3号墓展馆。 对于在遗址各处 “盗土” 的
市民， 他们曾多次制止。 但偌大一座坟山， 他
们 “老胳膊老腿” 实在防不胜防。

陈建明说， 根据文物点在谁的范围内谁
负责的规定， 由于马王堆汉墓遗址位于湖南
省马王堆医院里面的山上， 所有人员进出医
院都是院方负责放行和监管的， 因此汉墓遗

址的安全保护工作也一直是由院方负责，
湖南省博物馆负责指导、协调和配合。 3号
墓坑是湖南省马王堆医院和湖南省博物馆
两家一起在照看， 具体的墓坑本身的维护
是湖南省博物馆负责。

“汉墓已经回填， 如果长期取土， 必
将对遗址构成严重威胁 。” 陈建明介绍 ，
湖南省马王堆医院已经表示要加强管理 。
而一旦 “盗土” 问题得不到遏制， 湖南省
博物馆将呈请湖南省文物主管部门前来执
法。 （据新华社长沙8月23日电）

马王堆频遭“盗土”安全堪忧
“灵土”迷信笼罩西汉大墓

新华社记者 苏晓洲 明星

图为马
王堆三号汉
墓墓址展馆
内景。

新华社发

■新华调查

没有什么比食品安全更牵动百姓神经，
食用油更是如此。

23日，中储粮在全国粮油企业中首个公
布其新产品金鼎调和油的配方配比。业界认
为，这一“小小”举动的背后，不仅关乎国民
生计，还或将推动我国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
的出台。

食用调和油配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行
业“最高机密”，这款新产品配方配比的公布
对国民生计有什么积极意义？对推动行业发
展有什么影响？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配方“揭秘” 市场乱象“曝光”
我国是食用油消费大国，2011年我国调

和油市场消费量已经占小包装油消费总量
的30%以上，终端市场上存在的调和油品种
不下二十余种。但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这些

调和油尽管都在名称上突出其最昂贵和最
看重的油品，也会标注产品配料，但却看不
到调和油所含各种油料的具体含量和配比。

专家认为，这释放给食用油行业的信号
是，调和油生产企业往往仅将具有较高营养
价值、价格高的油品放很少比例，用价格低
的食用油作主要成分，却将调和油以前者来
命名。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100元的大豆油，
除去生产、包装和销售成本，只能赚3元钱，
即3%的盈利。 而100元的以大豆为基础油的
调和油，盈利可以达到6元，即盈利6%；豆油
如此，茶籽油等更甚。于是，一些企业私下打
起“小算盘”，象征性地掺入少量贵重油品，
有些根本就不掺，个别产品甚至起着“茶籽
油”的名，装着“菜籽油”的料。

中国粮油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瑞元认

为， 公布配方配比虽只是一个企业的 “试
水”，但却是油脂行业“革命性的一步”。将有
效助推调和油行业更加公开、透明，加快调
和油行业重新洗牌的速度，并有效维护消费
者的知情权。

8年“难产” 能否推动国标出台
“食用调和油的国标从最初提出到现

在，已经经历了8年时间！显然，这个标准推
迟得太久了。”王瑞元说。

2004年，我国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
八个食用油产品国家标准（“新国标”）就已
正式施行，标准明确要求产品等级、生产工
艺、原料产地等须在包装上标示。这其中，在
终端销售市场比例日趋扩大的调和油国家
标准却仍“缺席”。

据了解，《食用植物调和油国家标准》早

在2005年就开始了制定工作，并形成过征求
意见稿，随后形成了《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
送审稿》，2008年食用调和油国家标准开始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但多年过去仍未
见国家标准的庐山真面目。

“这个标准快则今年年底，慢则明年上
半年就会出来。”王瑞元说。他同时透露，这
个国标将可能会要求生产企业标示出产品
配方， 但具体的配比由于涉及商业机密，可
能暂时不会要求公布。

不只是食用油，有关行业标准和产品信
息透明的问题一直牵动着百姓的神经。专家
表示，粮油企业公布调和油配方，其更加重
要的意义在于做出一个表率，任何事关国计
民生、居民健康安全的行业，都应当明确其
原材料配方配比，让百姓消费放心，让行业
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食用调和油国标或将出台
行业“最高机密”揭开面纱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23
日通报的信息，各省份学前教育收费管理实施细则
的制定执行情况、各类幼儿园收费政策执行情况将
被列为今年下半年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检查重点，
有关部门将加大对违规收费行为的监督查处力度。

根据2011年印发的《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公办幼儿园制定和调整住宿费标准， 由当地教育行
政部门提出意见， 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
门审批。 民办幼儿园制定和调整保教费、 住宿费标
准，要报当地价格主管部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后执
行。 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民办幼儿园，可由当地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以合同约定等方式确定最高收费标
准， 由民办幼儿园在最高标准范围内制定具体收费
标准，报当地价格、教育、财政部门备案后执行。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
份已经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实施细则》，其他个别
省份正在办理会签手续或正在继续研究制定工作。下
一步，有关部门将督促尚未出台实施细则的省份加快
工作进度，尽力确保秋季开学时出台实施细则。

幼儿园收费
下半年重点检查

教育部：

据新华社首尔8月23日电 韩国外交通
商部发言人23日表示， 韩国政府决定当天退
回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写给李明博总统的亲笔
信， 并要求日本外务相玄叶光一郎收回有关
韩国“非法占领”独岛（日本称竹岛）的言论。

外交通商部发言人赵泰永当天在记者
会上表示， 韩国政府对日本外务相所谓韩国
非法占领独岛的发言表示强烈抗议， 敦促日
方立刻撤回言论，并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赵泰永说，韩国政府决定23日退回日
本首相野田佳彦写给李明博总统的信。他
说，日方的主张极其不当，日本首相的书
信可能会成为两国领导人之间谈论独岛
问题的先例，还可能会被日方利用于将独
岛问题地区化的企图。在综合考虑这些因
素后，政府做出了退还书信的决定。

据新华社东京8月23日电 韩国驻日
本大使馆官员23日前往日本外务省退回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致韩国总统李明博的
亲笔信，遭到日方拒收。

韩国驻日使馆官员当天下午来到日

本外务省正门，但日方以韩方没有提出正
式会面预约为由，不准其进入。韩方官员
只好离开，未能将野田的亲笔信退回。

据新华社东京8月23日电 日本首相

野田佳彦23日在东京说，日本要求韩国总
统李明博撤回关于日本天皇如有意访韩
需向为韩国独立运动而牺牲的人真心道
歉的言论并作出道歉。

韩退回日首相亲笔信
日拒收并要求李明博就有关言论道歉

图为8
月23日，韩
国外 交 通
商部 发 言
人赵 泰 永
在首 尔 参
加新 闻 发
布会。
新华社发

本报8月23日讯（记者 王亮）8月22日，中
央电视台伦敦奥运报道主持评论研讨会在北
京进行， 会上曝出其实央视在刘翔赛前已知
道他受伤的消息，并准备了4套报道预案。 此
消息一出， 伦敦奥运会刘翔伤退事件再次成
为焦点，刘翔到底是带伤作战还是纯属意外？

8月7日下午，刘翔在伦敦奥运会男子110
米栏预赛中摔倒受伤，无奈退赛。当时的田径
解说员杨健哽咽着解说完刘翔的比赛， 几近
落泪。 在8月22日央视的研讨会上，杨健透露，
他在赛前已得知刘翔的伤情不容乐观， 并为
此准备了4套解说方案。

此消息一石惊起千层浪。因为，在刘翔伤退
后的第二天， 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杜兆才和副主任冯树勇在接受采访时均表
示，刘翔受伤纯属意外，无人强迫他出赛。 冯树
勇说，“赛前刘翔充满信心， 认为预赛是没有问
题的。 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么严重
的问题产生。 如果我们知道会出现伤情肯定会
阻止他参赛的，更不可能逼着刘翔参加比赛。 ”

两种说法的矛盾， 让一直关注刘翔的人
们感到无法理解，也导致了更多的质疑，甚至
有人表示“刘翔又一次欺骗了全世界”。

到底带伤作战，还是纯属意外？恐怕只有刘
翔和他的教练孙海平最为清楚。 但遗憾的是，目
前刘翔和孙海平仍然没有对此事作出回应。

本报8月23日讯 （记者 谢作钦 通讯员
周宇） 8月22日上午， 由中国·湖南中小微型
企业产品产销洽谈会组委会、 湖南省经济技
术协作办公室、 湖南异地商会联席会议办公
室主办的2012年度湖南异地商会高尔夫联谊
赛在长沙青竹湖国际高尔夫球场隆重举行。
老同志罗桂求参加此次活动。

此次联谊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
名湖南异地商会选手报名参赛， 共设11个奖
项， 长沙市衡阳商会参赛代表、 长沙 “海月
水公馆” 董事长唐国林摘获总杆冠军。

带伤作战还是纯属意外？

刘翔伤退事件
再惹争议

挥写湘商雅韵生活
湖南异地商会
举行高尔夫联谊赛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8月 23日

第 201222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50 1000 550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398 160 223680

1 9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8月23日 第201209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8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7511645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3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359922
7 2067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84
62260

1169000
8334919

28
2186
38512
275762

3000
200
10
5

1612 15 16 21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