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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会见俄国防部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国家

主席胡锦涛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胡锦涛表示，近10多年来，中俄两
国两军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双方建立了一整套高层交往和各部门
合作机制。经贸合作持续大幅攀升。能
源、科技、人文、地方等领域的交流合
作迈上了新台阶。 双方在涉及各自主
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
上相互坚定支持，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密切协调和配合。

胡锦涛指出，几天前，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大
会不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描绘了宏伟蓝
图，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也给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带来了
新机遇。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俄关系，
无论国际形势和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变
化， 我们发展对俄关系的原则和方针
都不会改变。中方愿同俄方并肩携手，
进一步落实未来10年两国关系发展规
划和重点领域合作， 保持两国两军关
系发展的连续性，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绍伊古感谢胡主席拨冗会见，祝贺
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
表大会。他说，在俄中两国领导人的共
同关心和亲自推动下，俄中全面战略协
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俄方愿
进一步加强两军互信、 深化两军合作，
把两国两军的关系推进到更高水平。 图为11月21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曼谷11月21日电 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21日在曼谷与泰国
总理英拉举行会谈。

温家宝说， 中泰自古就是友好邻
邦， 两国人民有着密切交往和深厚友
谊，“中泰一家亲”就是最好写照。泰国
克服特大洪灾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
严峻挑战，在经济复苏和民生改善方面
取得明显成效， 中方感到由衷高兴。泰
国的繁荣发展不仅造福泰国人民，也为
中泰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深刻复杂
变化的形势下，中方愿与泰方坚定地相
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保持高层
交往，进一步密切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
配合，特别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健康
稳定发展，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温家宝表示，中泰两国扩大合作有
着许多有利条件和广阔前景。中方愿同

泰方一道，积极落实两国签署的经贸合
作五年发展规划， 重点加强在交通、水
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以及相互投资
方面的合作，继续开展在大湄公河次区
域的合作。中方高度重视两国文化教育
交流，愿为泰国提升汉语教学水平和规
模提供帮助，并积极推动双方在旅游和
青年交流方面的合作。

英拉对中共十八大成功举行表示
祝贺， 相信中国一定会继续稳步向前
发展，在国际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英拉表示，泰中关系在各领域取
得长足进展。泰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
政策，愿密切两国各级别交往。希望
双方以制造业、农产品和基础设施建
设为重点，促进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
不断增长，共同推进本地区的互联互
通。加强泰中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意
义重大，有着广阔的前景。

温家宝与英拉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加沙11月20日电 据加
沙医疗部门消息， 以军战机20日晚继
续对加沙地带多处目标实施空袭，造
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至此，以
军持续一周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加沙
地带1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当天早些时候，以军还空袭了加沙
城一辆带有显著“媒体记者”标志的汽
车，造成车内2名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下属“阿克萨”电视台记者丧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 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为缓
和巴以局势、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
不懈努力。

华春莹说， 中方高度关注加沙局
势。 杨洁篪外长日前就此同埃及外长
阿姆鲁通电话， 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
家和阿盟为缓和局势所做努力。

华春莹表示，中方同以色列、巴勒斯
坦等有关各方密切联系， 敦促有关方面
特别是以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 尽快实
现停火，避免局势升级，支持国际社会包
括联合国安理会为此采取必要行动。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20日电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日晚说，
她希望以巴冲突双方达成持久的、符
合双方意愿并有利于维护中东地区稳
定和安全的停火协议。

希拉里·克林顿当晚抵达耶路撒
冷进行斡旋活动。 她在与以总理内塔
尼亚胡会谈前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

上说， 美国将在未来几天为结束以巴
加沙军事冲突而努力。

据新华社加沙11月21日电 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与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21日在约旦表示，巴民族
权力机构与联合国将尽一切努力，促成
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
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者
21日从财政部获悉，近日，财政部、监察
部和审计署联合印发办法，明确中央金
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12项禁止性
规定， 包括不得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
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住宅
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费等。

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颁布了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
洁从业若干规定》，对规范职务消费行
为明确提出了8项禁止性规定。在此基
础上，三部分颁布《中央金融企业负责
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明
确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12
项禁止性规定，包括：

———超标准购买公务车辆、 豪华
装饰办公场所， 或者在企业发生非政
策性亏损或者拖欠职工工资期间，购

买、更换公务车辆、装修办公室、添置
高档办公用品；

———超标准报销差旅费、车辆交通
费、通信费、出国考察费和业务招待费；

———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
的购置住宅、住宅装修、物业管理等生
活费用，或者挪用企业的材料物资，修
建和装修个人住宅；

———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
娱乐活动， 或者用公款支付非因公的
消费娱乐活动费及礼品费；

———违反规定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
人负担的各种名义的培训费、书刊费等；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
商业保险或者支付相关费用；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变相
支付各种理疗保健、运动健身和会所、
俱乐部等费用；

———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亲属 、子
女支付各项费用， 或者用公款支付应
当由个人承担的其他费用；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企业
内部或到下属企业以及往来单位转移
职务消费支出；

———通过虚开会议费发票及虚购
物资材料、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等名义
套取现金，用于职务消费支出；

———以各种名义对已配备公务用车
的金融企业负责人发放用车相关补贴；

———其他违反法律、 法规规定的
职务消费行为。

办法还细化了职务消费主要内
容。 明确职务消费主要包括公务用车
配备及使用、办公用房配置及使用、通
讯费、差旅费、国（境）外考察培训费、
业务招待费（含礼品）等。

三部门颁布12项禁令

金融央企负责人不得超标购买公务车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政
协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九次会议21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
16位常委、委员围绕学习贯彻中共十
八大精神作了大会发言。全国政协主
席贾庆林出席会议。

他们在发言中认为，中共十八大
报告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
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是新形势下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
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作为政协组织和
政协委员， 应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切
实按照中共十八大决策部署，在科学

发展观指引下推进人民政协事业不
断发展。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根本方向，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不断发展人民政协事
业；要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
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要自觉履行
人民政协职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睿
智之言、献务实之策；要大力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积极推进人民政协理论
创新、制度创新、工作创新，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记
者21日从新闻出版总署获悉，《十八
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十八大
文件汇编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 》
《十八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十八大
党章修正案学习问答》等十八大文件
辅导读物已集中上市。 截至目前，以
汉文、蒙文、藏文、哈文、维文、朝文、
彝文等7种文字出版的十八大文件和
辅导读物首印合计3011万册，预计总
印数将达到4000万册以上。

据介绍，《十八大报告》《中国共
产党章程》《十八大文件汇编》还在一

批网络发行平台同步推出电子书，这
也是全国党代会文件首次实现数字
出版。

据了解，全国各大城市新华书店
普遍设立党的十八大文件及辅导读
物专柜、专区，并通过电子屏、网站、
短信、微博等渠道展示展销，举办形
式多样的阅读服务活动。其中，北京
发行集团设置了十八大图书配发绿
色通道，并在台湖会展贸易中心设立
十八大重点图书专区， 为图书批发
商、零售商、图书馆等客户采购提供
最大便利。

新闻出版总署：

首批十八大文件和辅导读物
集中上市超3000万册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蔡矜
宜） 19日17时46分， 湖南足球名宿
徐正印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享年61
岁。 作为湖南足球界的元老级人物，
徐正印见证了湖南足球的兴衰起落，
从球员到管理者， 从省足球队到湘
军足球队， 他将一生都献给了湖南
足球。

1973年，湖南足球队获得全国足
球联赛第6名， 此后又两度闯入第三
届和第四届全运会足球决赛圈，成为
湖南足球的“黄金一代”，徐正印正是
当时 “黄金一代 ”的主力成员 。退役
后， 徐正印继续效力于足球事业，并
于1997年开始担任省足协秘书长。

2005年 ，54岁的徐正印临危受
命，担任正处于低谷的湘军足球队主
教练，带领球队保级成功。遗憾的是，
湘军队最终在2006年难逃降级厄运，
球队也正式解散。在徐正印任省足协
秘书长期间， 湖南湘涛队冲上中甲，
并在中甲连续获得第6名和第4名的
好成绩。

徐正印去世的消息，在湖南足球
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原长沙金德、
湖南湘军球员唐宇轩表示，刚听到这
样的消息时 ， “脑袋里瞬间一片空
白”。 省会一体育记者在微博中追思
道：“他和许多足球圈的教练、元老不
一样，大家都感觉很亲切。”

湖南足球名宿徐正印走完人生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湖南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1日向质检总局
报告称，酒鬼酒样品中被检出含有塑
化剂。

根据报告，经湖南省产商品质量
监督检验院对50度酒鬼酒样品进行
检测， 截止到目前检验结果， 其中
DBP（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俗称塑

化剂）最高检出值为1.04mg/kg。
湖南质监局曾于20日晚发布通

告称，据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质监
局对酒鬼酒公司进行执法检查，暂未
发现人为添加塑化剂的行为。

湖南省质监局已经督促企业查
明产出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原因，
认真进行整改。

质检部门：

酒鬼酒中检出塑化剂以军轰炸加沙致死人数升至130人
■中方将继续以自己的方式缓和巴以局势
■美国务卿呼吁以巴双方达成持久停火协议

图为11月20日，在靠近加沙边境的一个以军军事基地发生以军士兵遭火箭
弹袭击伤亡后，几名以色列士兵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躲避。 新华社发

新华社亚丁湾11月21日电 经过
13昼夜连续航行，中国海军第13批护
航编队于当地时间21日凌晨4时 （北
京时间上午9时） 顺利抵达亚丁湾东
部海域。

编队指挥所透露，亚丁湾、索马
里海域未来半年海况相对较好，海
盗活动将更为频繁。此外，海盗目前
掌握了一系列“战术”，并已把活动
时间从白天延伸至晨昏及夜间。

第13批护航编队于9日从广东湛
江某军港起航，由导弹护卫舰“黄山”
舰、“衡阳”舰及综合补给舰“青海湖”
舰组成。

我海军第13批
护航编队抵亚丁湾

标题新闻
■我国确定12月2日为

“全国交通安全日”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报告发布
■中央财政下达2012年

农家书屋工程资金和“211工
程”奖励资金共15.83亿元

■第14届高交会闭幕，
入场人数达53.8万人次

■三沙市加快交通民
生等重点项目规划布局

■钓鱼网站诱骗支付
占据网络不安全事件首位

■甘肃张掖一起煤矿死
亡瞒报事故责任人受处罚

■以色列特拉维夫发
生公共汽车爆炸事件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
夫退出政坛 (均据新华社电)

我国人工繁育东北虎首次完成
DNA检测全覆盖。 图为两只东北虎
在散放区雪地上嬉闹。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