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7日，委内瑞拉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查韦斯以54.42%的得票率赢得委内瑞
拉总统选举。图为当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查韦斯获胜后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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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贵阳10月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云南彝良看望慰问
地震受灾群众部署灾后重建工作后，6日至7日
来到贵州省毕节市考察。 他先后到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七星关区、黔西县等，深入乡村、
社区、工厂企业，就加快扶贫开发、生态建设、结
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进行调研。

温家宝说，贵州尽快实现富裕，是西部和
欠发达地区与全国缩小差距的一个重要象征，
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一定要
把贵州发展好，也一定能把贵州发展好。 做好
贵州的工作，关键是要坚定信心、艰苦奋斗、攻
坚克难、永不退缩。 贵州的明天会更美好。

6日上午，温家宝来到地处乌蒙山深处的威
宁。村里旧房比较多，但在国家支持下，全村262
户已有53户改造了危旧房。 温家宝对当地干部
群众说，近几年，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还
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仍然比较艰苦。 我们要继续
努力，落实好扶贫开发政策，建好旱涝保收农
田，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业，促进农
民持续增收，加快改变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状况。

6日下午， 温家宝来到七星关区长春堡镇
阳鹊沟。2002年起，村民们开始退耕还林。如今，
山上种满了柳杉等，一派郁郁葱葱。 温家宝说，
退耕还林不仅涵养水源、治理石漠化、改善生
态，还能增加农民收入。你们要坚持不懈地做下

去，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温家宝还考察
了正在规划中的夹岩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工程
位于乌江流域六冲河中游，建成后可覆盖毕节
市大部分县区及遵义市部分县市区。温家宝说，
要把水利建设与生态建设、石漠化治理三者结
合起来，“三位一体”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形成
良性循环，支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7日上午，温家宝来到黔西县的布依族村
寨乌骡坝村。用村民自己的话说，乌骡坝村是
“小桥流水布依寨，桃花园里新农村”。温家宝
高兴地说，希望你们的生活越过越好。毕节市
的工业也加快调整步伐，尤其是机械制造、医
药食品、风力发电等产业发展迅速。温家宝走

进轻型、重型载货汽车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企
业产能、研发、营销等情况。他强调，贵州要坚
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内外开放并举，积
极参与东南亚、南亚等国际区域合作，积极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加快建立现代产业体系。

6日晚， 温家宝在毕节听取了贵州省委省
政府的工作汇报，对近年来贵州省经济社会发
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近年来，中
央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贵州发展的政策措施。
希望贵州牢牢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着力解决
贫困落后这一突出问题，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
的差距， 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
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温家宝在贵州毕节考察

据新华社哈尔滨10月8日电 哈尔滨至
大连高速铁路客运专线于10月8日开始进入
试运行阶段 ， 为正式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准
备。 列车运行全程仅需4小时左右， 这也是
世界首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

哈大高铁北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南至
辽宁省滨海城市大连市， 纵贯东北三省。 哈
尔滨西站至大连北站间运营里程921公里 ，
全线共设哈尔滨西、 长春西、 沈阳、 大连北
等24个车站。

据介绍， 哈大高铁是国务院批准的 《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 “四纵四横” 快速铁路网
京哈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7年8月23日
正式开工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满足时速350
公里列车开行需求， 初期运营时速为300公
里。 2012年9月， 哈大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完
成， 10月8日进行试运行。

目前， 哈大高铁动车司机、 客运服务人
员和列车乘务人员培训等相关工作已全部具
备高铁上岗准入资格，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

据悉， 哈尔滨西站设计近期至2020年 ，
高峰每小时发送量为7000人。 设计旅客发送
量2060万人/年， 每天办理始发终到列车80
对， 每天通过列车35对。

哈大高铁开始试运行

10月8日， 哈尔滨至大连高速铁路客运
专线开始进入试运行阶段。 图为首趟列车驶
入大连境内。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希望美方在中
日领土争端问题上言行一致， 说到做到。

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日，美国国会报告称不
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他注意到美方表示在中日领土争端
问题上不持立场，希望美方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洪磊表示， 当务之急是日方正视现实、 纠
正错误， 回到对话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希望美国国会
尊重事实， 摒弃偏见， 多做有利于中美经贸合
作的事， 而不是相反。

有记者问： 据报道， 美国会众院情报委员
会主席罗杰斯近日称， 从保护知识产权、 消费
者隐私和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 美企业不应与
华为公司保持业务往来。 该委员会将于8日发
表的调查报告显示， 华为和中兴公司对美国家
安全构成威胁。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中国电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开展国际化经营， 其在美投资体现了中美经贸
关系互利共赢的性质。

美国会报告称
不承认日对钓鱼岛主权
我望美方言行一致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希望有关国家在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审慎处理涉台问题。

有记者问： 据报道， 日本政府近日提出重
启日台渔业谈判。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 中方在台湾对外交往等问题上的
立场是一贯的、 清楚的， 希望有关国家恪守一
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涉台问题。

在回答近日中国海监船和渔政船陆续前往
钓鱼岛海域， 中国军舰也出现在该海域有关问
题时， 洪磊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其周边海域是中国管
辖海域。 中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意志和决心
坚定不移。

外交部：
望有关国家
审慎处理涉台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中国记协自10月
8日至10月19日在新华网、 中国记协网和中国
新闻出版报上公示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和第
十二届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

本届 “两奖” 评选委员会共评选出获奖作
品293件， 其中特别奖3件、 一等奖45件、 二等
奖90件、 三等奖155件； 获奖者20位， 其中长
江系列10位、 韬奋系列10位。

中国记协公示中国新闻奖、
长江韬奋奖评选结果

新华社石家庄10月8日电 河北省保定市
官方8日晚通报称， 保定市南市区五尧乡东五
尧村尧和宁苑小区住宅楼6日下午发生的爆炸
案现场已经清理完毕， 又清理出5名遇难者遗
体。 至此， 这起爆炸案死亡人数增至8人。 目
前仍有27名伤者住院治疗。

通报称， 这起爆炸案件犯罪嫌疑人葛金水
（男，38岁，河北唐县人）、王芳（女，42岁，安徽临泉
人）8日13时许向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警方投案。

据悉， 犯罪嫌疑人葛金水等从2009年开始
制造雷管销售， 因销路有限， 将未销出的雷管
堆放在保定市一小区内的自家空置房内， 6日
下午发生爆炸。 目前， 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保定市各项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中。

保定居民楼爆炸案
嫌犯投案
死亡人数增至8人

据新华社首尔10月8日电 据韩国联合
通讯社8日报道， 韩国军方计划在未来5年开
发并部署射程300公里以上的导弹 。 不过 ，
这一消息尚未得到韩国国防部的正式确认。

韩国总统府7日曾宣布， 根据韩国与美
国新修改的 《导弹协议》， 双方同意韩国将
弹道导弹射程增至800公里， 且在发射导弹
射程不足800公里时可增加弹头最高重量至
1.5吨 。 分析人士称 ， 此举意味着从韩国中
部地区发射的弹道导弹能够覆盖朝鲜全境。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不希望
看到朝鲜半岛地区军事对峙进一步升级。

韩军方拟在未来5年
部署射程300公里以上导弹
我不希望朝鲜半岛军事对峙升级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或许
你会打斗地主、 双百分， 但是你知道什
么是 “德州扑克” 吗？ 近日湖南省首家
“德州扑克推广培训中心” 在长沙成立，
标志着德州扑克正式登陆湖南。

“湖南省德州扑克推广培训中心” 在
“睿思时光主题咖啡吧” 挂牌， 湖南省社
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周光正为睿思时光
颁发了授权牌和荣誉证书， 周光正表示，
“德州扑克是一项风靡全球的智力竞技项
目， 我省首家德州扑克推广培训中心的
成立， 将推动我省德州扑克运动项目的
发展。”

据介绍，首届湖南德州扑克排名赛也
将于近期举行，优胜者将代表湖南征战12
月份在海南举办的国际大赛。

德州扑克发源于美国，以其易学难精
的特点受到全世界棋牌爱好者的青睐，是
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经典扑克游戏之一。

“这里堆砌这么多工业器材是要进行什么
比赛啊？ ”在湖南省第三届全民健身节极限小
轮车项目的比赛现场，众多衡阳市民对赛场中
摆放的油罐、轮胎、工业托盘等产生了极大兴
趣。 作为本届小轮车赛推出的全新项目———攀
爬自行车竞技赛，比赛还没正式开始，这些“重

量级”道具就已经吸引了许多观众的围观。
10月6日上午，数十位攀爬车高手踏上各

自的战车，对这一连串障碍物展开了挑战。为
了更近距离感受惊险与刺激， 现场观众很快
将赛道围成了“人墙”。 场内的车手每跃过一
个障碍物，场边的观众都惊呼连连，“哇声”一
片；一旦有车手遗憾“落马”，大家也会在“哎”
叹中为之加油鼓劲。

来自长沙的“攀爬车第一帅哥”王添也参
加了本次比赛， 但他在第一轮挑战便滑落下
来。 记者上前问他，“是不是赛道特别难？ ”王
添带着一贯的腼腆说，“没有跃不过的障碍，
只有水平不够的车手。 ”

王添表示， 本届比赛无论从参赛选手的
水平、 赛场障碍的难度和裁判的专业程度等
方面，都称得上省内顶尖级比赛。 “如果每年
都有这样好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错过。希望这
项比赛能成为我省的常规赛事， 吸引越来越
多的青少年参与到小轮车运动中来。 ”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王亮） 中国·长
沙第五届 “贺龙杯” 体育舞蹈城市公开赛近
日落幕， 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名体育舞蹈
选手亮相星城， 上演了一年一度的 “舞林大
会。”

本届赛事设置了拉丁与摩登舞两个舞种
项目，拉丁舞比赛分为伦巴、恰恰、桑巴、牛仔

和斗牛舞五个舞种；摩登舞比赛分为华尔兹、
维也纳华尔兹、探戈、狐步舞、快步舞五个舞
种。 经过3天的激烈比拼，拉丁舞最高组别冠
军被深圳代表队的李承霖、张欣获得；来自长
沙星光国际舞蹈艺术学院的吴群峰、 胡娟荣
膺了摩登舞最高组别冠军。

本次赛事共有42支代表队参加， 分别来

自广东、重庆、上海、贵州、河南、广西等5个省
市区以及湖南本地的11个市州 ， 选手多达
1300多人。 参赛选手当中还包括了亚运会冠
军选手吴稚安、雷莹等国内顶尖选手。

“贺龙杯”体育舞蹈城市公开赛旨在提供
一个职业选手和业余爱好者同台竞技的交流
平台，以此吸引更多的市民群众参与进来，进
而推动我省竞技体育舞蹈和全民健身运动的
同步发展。

自行车攀爬赛：“哇声”一片
本报记者 蔡矜宜

体育舞蹈城市公开赛落幕

“德州扑克”登陆湖南

坚定信心 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 永不退缩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为进一步严
格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管理，改进驾驶人考
试制度， 提高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水平，公
安部日前发布了修订后的《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 新规定中关于校车驾驶人
管理的内容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其他规定将
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完善驾驶人考试制度
为增强考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新规定

对小型汽车、大中型客货车的考试项目进行
了调整，确保更多小汽车驾驶人考试合格后
能够独立驾车上路，提高大中型客货车驾驶
人应对复杂条件的能力。

其中， 将科目一理论考试拆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考核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交通信号、通行规则等知识，仍作为科目
一； 第二部分作为安全文明驾驶考试项目，
在实际道路考试后进行，考核安全文明驾驶
要求、复杂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等，加深
驾驶人对安全文明驾驶常识的理解记忆。

据悉， 调整后的大中型客货车科目二考
试由原来的“训练10项、考试6项”修改为“训
练、考试均为16项”。在科目三的实际道路驾
驶技能考试中，增加山区、隧道、陡坡等复杂
道路考试， 并明确大中型客车考试里程不少
于20公里、牵引车和大型货车不少于10公里。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小型汽车
驾驶人的考试项目调整后，由原来的“训练10
项、考试4项”改为“训练和考试均为5项”，即
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与起步、侧方停车、
曲线行驶和直角转弯。

驾驶人实习期内不得独自上高速
新规定将增驾新取得大型客车、中型客

车、牵引车等驾驶证的驾驶人一并纳入实习
期管理。特别是大中型客货车驾驶人，实习
期结束后要参加安全文明驾驶等知识考试，
接受交通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在实习期内违
法记6分以上的，实习期限延长一年，再次记
6分以上的，取消其实习车型的驾驶资格。同
时， 还规定实习期内有记满12分记录的，要

予以注销实习车型的驾驶资格。实习期驾驶
人驾车上高速公路时，必须由持相应或者更
高车型驾驶证3年以上的驾驶人陪同。

闯交通信号灯记6分
新规定对校车、大中型客货车、危险品运

输车等重点车型驾驶人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提高了记分分值，记分项由38项增至52项。

新增的有： 使用伪造和变造校车标牌、
校车超员20%以上记12分，不按规定避让校
车记6分等14个涉及校车管理的记分项；中
型以上客货车、 危险品运输车在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行驶超速20%以上或在其他道
路行驶超速50%以上 ，驾驶营运客车 、校车
超员20%以上、未取得校车驾驶资格驾驶校
车等行为记12分， 以及疲劳驾驶载客汽车、
危险品运输车记12分等记分项。

提高的有：将未悬挂或不按规定安装号
牌、 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违法行为记分由6
分提高到12分，将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等违法记分由3分提高到6分。

新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出台

驾驶人准入条件提高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8日电 瑞典
卡罗琳医学院8日在斯德哥尔摩宣布 ， 将
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英国科学
家约翰·格登和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 以表
彰他们在细胞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在当天的一份声明
中说， 两位科学家因 “发现成熟细胞可以被
重新编程为多功能的干细胞 （即诱导多功能
干细胞）” 而获奖， 他们的研究成果彻底改
变了人类对细胞和生物体发展的认识。

日英学者同获
2012年诺贝尔医学奖

据新华社广州10月8日电 14年前， 身为少
校级军官的他放弃了大城市， 只身来到广东肇
庆市广宁县偏僻的小山村黄盆村；14年后，他用
自己的双手，将荒山变成林木葱郁、鱼鸭欢唱、
生猪满圈的生态农场。成功后的他不忘乡亲，无
私帮助周边的村民一起走上致富路。 他就是广
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八一生态农场场长贾东亮。

1998年初， 贾东亮带着10多万元复员款只
身来到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黄盆村， 承包了村
里的6座山头和山脚下的一片洼地，成为名副其
实的农民，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

1999年初春， 一场霜冻 “洗劫” 广宁县，
贾东亮的农场直接损失达10多万元， 几乎所有
本钱都赔了进去。 仔细反思之后， 贾东亮发现
霜冻损失那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不懂技术。
此后， 贾东亮购买了一批种养书籍， 白天在农
场工作， 晚上在灯下学习种养技术， 还专门请
华南农业大学的教授到农场传授技术、 解决疑
难 。 几年后 ， 贾东亮成为当地养种猪 、 种果
树， 进行立体生态农业开发的 “土专家”。

充分应用科技给贾东亮带来了成功。 2003
年， 农场第一批砂糖桔获收， 产量达10万斤。
2004年， 贾东亮注册的 “西贝牌” 砂糖桔成功
申报国家 “绿色食品” 标志， 成为肇庆市第一
个以个人名义申报原产地保护的品牌商标。

事业有成的贾东亮没有忘记乡亲们， 通过
实际行动帮扶和带领附近农民致富。 2005年10
月， 贾东亮把农场周边有志于发展农业的14名
退伍军人党员组织起来， 成立八一生态农场创
业党支部， 采取 “帮、 扶、 带” 等方式， 帮助
附近村民发家致富。

“少校农民”贾东亮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8日电 8日编造航
班虚假恐怖信息者王某某当晚已被公安机关
抓获。备降兰州中川机场的CZ680航班解除安
全隐患后于当晚22时45分重新起飞。 目前，王
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8日17时30分左右，由于接到匿名恐怖信
息， 由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CZ680航班备降
兰州中川机场。

编造航班虚假恐怖信息者
已被抓获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8日从
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12329住房公积金
热线将在全国开通 ， 旨在提高住房公积
金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 ， 增强住房公积
金管理工作透明度 ， 加强社会监督 ， 切
实维护缴存职工合法权益。

据介绍，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为本地
固定电话号码，长途拨打需在此号码前加
拨长途区号。 通信费标准按工业和信息化
部相关规定执行，免收信息服务费。

启用12329号码后， 其他热线号码应
停止使用 ， 并及时向社会通告 。 已开通
热线的公积金中心， 要在2012年12月底前
将服务热线号码统一更换为12329。

12329住房公积金
热线将开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