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国家安全监
管总局、 公安部和交通运输部4日通报了
共造成51人死亡的4起重大事故， 同时指
出， 这些事故充分暴露出部分企业、 驾驶
人， 以及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存在的诸多突
出问题。

根据通报， 2月1日连霍高速义昌大桥
坍塌事故造成10人死亡、 11人受伤。 具体
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2月1日四川古蔺大客车翻车事故造成
11人死亡、18人受伤。 据初步调查，主要是
因为大客车在上坡转弯路段强行超车，失
控翻坠路外坡下。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2月1日甘肃庆阳市宁县客运大巴翻入
山沟起火燃烧事故造成18人死亡、 32人受
伤。 据初步调查， 主要是因为大客车行至

下坡急弯路段时超速导致。 具体原因正在
调查之中。

2月2日， 贵州江县谷坪乡境内客车翻
车事故造成12人死亡、 22人受伤。 据初步
调查， 主要是因为中型客车擅自改变运营
线路， 行经未通车验收道路， 在长下坡转
弯路段超速行驶导致。 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之中。

监管部门指出， 这些事故的发生， 充
分暴露出部分企业安全责任制不落实、 车
辆超载超速严重、 驾驶人安全意识淡薄，
也暴露出部分地区及其相关部门道路交通
安全监督管理存在薄弱环节、 “打非治
违” 工作存在漏洞等突出问题。

依据有关规定，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
会已对这4起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

时事11２０13年2月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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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4日到商务部调研并向奋斗在海内
外的商务干部职工致以新春的祝福。 他强
调， 要适应国内外环境的新变化， 坚持扩
大内需的战略方针， 大力发展流通业， 全
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上午9时许， 温家宝来到商务部， 看
望世贸司、 合作司、 市场秩序司、 外资
司、 欧洲司、 亚洲司等司局工作人员， 参
观了“商务部十周年图片展”， 还与我国
在厄瓜多尔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项目、 在

斯里兰卡投资的科伦坡集装箱码头扩建项
目的中外员工进行了视频交流， 向大家致
以新春问候。

温家宝说， 当前，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
外开放的要求越来越高， 商务部门的任务
越来越重。 必须把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结
合起来， 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 不断提高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加快转变外贸
发展方式， 不断优化进出口产品结构、 市
场结构和地区结构。

温家宝专门就做好当前市场供应和保

持物价稳定作出了部署。 他要求商务部门
和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市场和天气变化， 切
实做好春节期间副食品市场供应工作。 一
要千方百计保障供应。 建立完善肉菜等副
食品储备制度和应急保供预案， 适时投放
储备。 在灾害天气和春节期间， 北方大城
市要及时投放储备蔬菜。 组织销区大城市
骨干流通企业到产区采购和调运蔬菜等农
副产品， 增加节日供应。 二要切实加强价
格监管。 重点查处囤积居奇和经营者捏造
散布涨价信息等不法行为。 有针对性地开

展价格执法检查，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建立健全鲜活农产品流通追溯体系， 加强
质量监督检查， 确保食品安全。 三要加强
市场及价格信息监测， 掌握供应和价格变
化情况， 及时引导生产和市场流向。 四要
减少流通环节， 降低管理费用。 认真落实
降低流通费用的政策措施， 鼓励多种形式
的产销衔接， 鼓励农产品流通企业设立平
价专柜， 引导公益性菜市场、 国有批发市
场在特殊时段减免进场费， 多渠道降低流
通成本。

温家宝在商务部调研时强调

近来，中央等有关部门要求严查公款
吃喝。 记者采访发现，茅台等名酒价格应
声下跌，跌幅普遍达20%至30%。

专家指出，以往某些名酒价格“只涨不
跌”并非“市场原因”，而是公款吃喝在为其
“撑腰”，不仅导致了国内酒业的畸形发展，
而且还助长了奢侈浪费之风的蔓延。

禁令“一剑封喉”，高酒价“扛不住”
随着“严查公款吃喝”的风声越来越

紧，失去公款“撑腰”的某些名酒终于“扛
不住”，纷纷降价促销。

在上海一家茅台酒专卖店， 指导价
1519元的茅台最低打出1360元的“促销
价”。 而去年同期，同样一瓶酒，竟被炒到
2200多元，还一瓶难求。

另一名酒五粮液的情况类似，记者在
上海五角场一家百货店看到，指导价1109
元的五粮液以不到900元的价格出售。

白酒专家铁犁认为，严查公款吃喝的
情况下， 酒价无法再靠公务消费支撑，高
档白酒价格普遍降了两三成。

一位长期从事高档酒营销人员说，公
款采购是国内酒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柱，
一些红酒企业的销售，单位或公款采购占
30%至40%，而知名白酒企业，公款采购超

过50%的也不少， 可以说中国酒类市场的
一大“引擎”就是公款消费。

官场追捧啥酒，啥酒就会热销
一位酒业销售人员表示，领导干部喜

好喝啥酒，啥酒就可以卖得火。 而且在酒
水市场上，促销人员喜欢施展“饥饿营销”
的伎俩，即人为地制造短缺，以此推高价
格。 实际上，“公款喝酒”一旦被遏制，所谓
的“一瓶难求”，很快变成了“吆喝促销”。

这些年来， 一瓶600元的茅台酒最高
被炒到2400多元； 原先不到1000元的小
拉菲， 也炒到8000元以上；1982年的大拉
菲，则从一万元飙升到六七万元。 一位业
内人士坦言， 如此疯狂酒价背后的一大

“推手”，就是公款消费，或曰官员喜好。

遏制公款吃喝，亟待制定规范
这几年来，某些单位公款吃喝愈演愈

烈，公务活动中“酒桌议事”“酒桌拍板”等
现象，甚至成了一种“潜规则”。

长期关注“三公消费”的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余南平说，相比于公款出国、公车
出行，大吃大喝尤其喝高档酒，更是社会
不能接受的，“谁都知道喝酒误事，群众对
公款喝酒反映强烈。 ”

与此同时， 公款喝酒容易滋生腐败，
譬如经办人员收取回扣等。 另外，高档酒
也是官员收礼的重要方式，因为变现比较
容易，实际上“收酒就是收钱”。

专家建议，针对公款吃喝问题，应该尽
快推出成文规定， 明确公务接待中能不能
喝酒、喝什么档次酒、喝多少等，要有具体
的规范；还要制定相应的惩戒办法，完善公
务采购制度，细化财务审计。另外，还要加
强舆论监督。 （据新华社上海2月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据中国政府网4日发布的消
息， 国务院近日发出通知， 确定三沙市城市总体规划由
国务院审批。

通知说，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十
四条第二款， 国务院确定， 三沙市的城市总体规划由海
南省人民政府审查同意后， 报国务院审批。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 根据国家海洋局网站发布的
信息， 2013年2月4日， 中国海监51、 46船编队在我国
钓鱼岛领海内巡航。

■新华视点

茅台价格暴跌说明什么

据新华社郑州2月4日电 目前，连霍
高速义昌大桥坍塌事故10名死难者身份
已确定，指挥部已通知其家属认领。鉴于
事故调查和责任认定尚在进行中， 事发
地政府决定赔偿金统一按照城镇居民标
准先行垫付。

此前，网上有传言称，此次事故赔偿
存在“同命不同价”“农村户口比城市户
口少22万元”等说法。记者从连霍高速义
昌大桥坍塌事故现场指挥部获悉， 目前
善后处理工作仍在进行。

据新华社郑州2月4日电 4日下午，
连霍高速义昌大桥坍塌事故10名遇难者
名单公布，其中男性8名，女性2名，分别
来自河南、山东、江苏等地。

据新华社郑州2月4日电 受连霍高速
义昌大桥坍塌事故影响，现场附近位于河
南省渑池县一条小河曾呈现红色，目前已
基本恢复原样。河南省环保部门通过几次
取样监测，附近河流、地下水未出现污染。

至于河水呈现红色的原因，监测报告单
显示，怀疑有大分子的染料物质进入水体。

死难者按同一标准赔偿
■10名遇难者名单公布 ■附近河流恢复原样

监管部门通报近期4起重大事故

我海监编队巡航钓鱼岛领海

重点查处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

连霍高速塌桥事故

三沙市城市总体规划
由国务院审批

据新华社太原2月4日电 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针对“房媳”张彦在北京落户时
持有的失业证涉嫌造假一事， 该局已对下属单位运城市
劳动力交流中心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根据初步调查，张彦的失业证明是在该局直属单
位———运城劳动力交流中心办理的， 目前该局正在配合
纪委对该中心进行调查，结果出来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山西调查“房媳”失业证问题

韩国和美国4日在浦项附近的东部海域开始为期3天
的综合海上演习，核潜艇和宙斯盾驱逐舰等参与演习，通
过“武力示威”向朝鲜发出强力警告。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辽宁东港2月4日电 据辽宁省东港市政府
部门最新通报， 东港市某门诊部发生的疑似医源性感染
事件涉及的患者上升至120人。 其中自觉不适、 需要进
一步住院检查的人数95人。

记者4日晚在东港市中心医院传染科病房看到， 6位
患者正在两个病房内休息。 他们都是1月21日至1月29
日陆续来到该院， 验血后被确认感染急性丙型肝炎而住
院接受治疗的。 此前， 他们均曾在当地某门诊部接受过
静脉曲张介入治疗。

据介绍， 1月28日东港市卫生局接到当地群众举报
后， 经调查发现， 曾在该门诊部接受过静脉曲张治疗的
患者， 疑似集体感染丙肝。 经辽宁省和丹东市有关部门
调查， 该事件不排除与门诊部医疗行为有关。

东港市120人疑似医源性感染

据新华社金边2月4日电 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遗体
火化仪式4日在金边王家田的火化塔举行， 西哈莫尼国
王和莫尼列太后为太皇遗体火化“献火”。

遗体火化礼按照佛教和柬王室传统习俗举行， 当日
下午4时开始举行佛教诵经仪式， 90名高僧在火化塔内
为西哈努克诵经。

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国会主席韩桑林、政府首相
洪森等官员与柬王室成员参加葬礼。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
贾庆林、法国总理艾罗等16国领导人和代表参加葬礼。

西哈努克遗体火化礼举行

新华社发

水落船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