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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
人员。

任命汪永清为国务院副秘书长； 任命舒晓琴
（女）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任命王仲
伟为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命何建中为交通运输部副
部长；任命项兆伦为文化部副部长；任命王国强、马
晓伟、陈啸宏、王培安、刘谦、尹力、崔丽（女）、徐科
（女）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任命马
正其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副局长； 任命聂辰
席、田进、邬书林、阎晓宏、孙寿山、李伟、童刚为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任命尹力、刘佩智、王明
珠（女）、滕佳材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
长；任命史玉波、刘琦、王禹民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副部长级），张玉清、许永盛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任命陈兰华、傅选义、朱望瑜为国家铁路局副局长；
任命陈旭为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

免去项兆伦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职务；免去徐祖
远的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职务；免去王仲伟的文化部
副部长职务；免去王东峰、滕佳材的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副局长职务；免去钱小芊的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副主任、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张军的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职务。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本报4月27日讯（记者 王亮 ）中国
百米新飞人诞生！ 2013年全国田径大奖
赛首站比赛今天在广东肇庆开赛， 男子
100米决赛中， 北京名将张培萌以10秒
04的成绩勇夺第一，并刷新全国纪录。

鼓舞人心的是，10秒04也是今年百米
截至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 在4月20日，美
国选手罗杰斯曾跑出了10秒04的成绩。

本次比赛是国内2013年首个室外田
径综合性赛事，吸引了众多好手前来参赛。
在最受瞩目的男子100米项目上， 苏炳添、
张培萌等名将轻松晋级决赛。

中午的决赛中， 预赛位列第一的张
培萌一骑绝尘，以10秒04的成绩轻松夺
冠，超过原全国纪录0.12秒。原全国纪录
保持者苏炳添以10秒23屈居亚军，广西
选手陈强以10秒29获得第三。

本报4月27日讯 （记者 王亮） WTA（国际
女子网球协会） 巡回赛斯图加特站比赛今天展开
1/4决赛的争夺， 中国金花李娜继续奏凯， 以6比
3/7比5击败科维托娃。 这也是李娜首次晋级斯图
加特站的4强。

李娜和科维托娃是老对手了， 职业生涯中
两人有过4次交锋， 双方胜负各半。 两人上一
次交手是在2012年的罗杰斯杯决赛， 当时科
维托娃以2比1击败李娜夺冠。

今天的比赛进行得十分胶着，首盘李娜曾以
0比2落后，随后她快速反弹，以6比3取胜。次盘李
娜一度以5比2遥遥领先，但科维托娃连得3分，顽
强将比分扳平。技高一筹的李娜接下来没有再给
对手机会，连下两城以7比5锁定了比分。

首次晋级斯图加特赛4强， 李娜对此也非
常兴奋， “很高兴能够首次在这里进入半决
赛， 在之前的比赛中， 1/4决赛总是成为我的
一道坎。”

10秒04，
为今年百米世界最好成绩

中国新飞人诞生WTA斯图加特站比赛

李娜首进4强

（上接1版）

身边“好人”树立道德标杆
2008年8月17日， 在炎陵县策源乡，一

辆摩托车撞上一辆货车，骑摩托车的青年不
幸去世。

人们没想到，这个普通青年之死，却引
起巨大反响。 8月21日， 为其送葬的多达
1000多人。 还有许多人在网上悼念他，发帖
网友超过10万人。

这个青年名叫刘朝华，网名“鱼片”。 他
是炎陵义工社的创始人，最终倒在了义务助
学路上。他牺牲后，团中央授予他“中国杰出
青年志愿者”称号，省委追授他“湖南省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在传统美德和红色情怀滋养下，炎陵从来
不缺“好人”。 近些年来，就涌现出影响全国的

“教师楷模”马安健、奉献至生命最后一刻的“为
民村支书”兰才干、入围“中国好人榜”的“八旬
活雷锋”马敌凯与公路养护工张爱平夫妻等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刘朝华走了，但由他创立的炎陵义工社却

在不断壮大。目前，义工社已有72名注册义工、
1000多名网上义工。 几年来，义工们走访贫困
学生2600多人次，募集和捐助30多万元。

兰才干走了，但更多的村支书继承着他的

精神。 在炎陵县“省文明村镇”三河镇星光村，
记者见到村支书邹秋南。 他撇下自家生意，为
集体做事。 他说：“大家信任我， 我就要好好
干。 ”现在，星光村已从贫困村变成了文明村、
富裕村。

层出不穷的“好人”，把“道德”绵绵不断
地书写在炎陵朴实厚重的土地上。

创新载体弘扬道德文化
今年1月21日， 在炎陵县霞阳镇南区社

区，一个叫曾彩云的普通家庭妇女被“赶鸭子
上架”，破天荒当了一回“老师”。 这天，她被请
上社区“婆媳讲堂”，给100多人讲了一堂生动
的“道德课”。 18年前，曾彩云的丈夫因车祸去
世。 她历尽艰辛，抚养两个孩子成人，还悉心
照料脾气不好又瘫痪在床的婆婆。

请群众作“教员”，是炎陵县加强道德建
设的一种新方式。

近年来， 炎陵县不断创新道德建设载
体，大力实施道德建设“六进工程”（进机关、
学校、乡村等）。 各部门、单位自觉投入到道
德建设中，从开设相对固定的“道德讲堂”、

“婆媳讲堂”，到定期举办“五好文明家庭”、
“十佳敬老爱小模范”、“十佳儿媳”、“十大孝
星”评选表彰活动等，形式多样。

春风习习，花儿盛开。

炎陵县城南小学坚持开展“一月一主
题” 德育教育活动， 如2月与乡村贫困学生

“手拉手”、3月“学雷锋”、4月“祭英烈”、5月
“读红书”等等，几年来从不间断。

去年10月，在炎陵中学，一个叫“留守儿
童心育室”的办公室悄然出现在教学楼一楼。
短时间里，这个“心育室”成了全校300多名留
守儿童的“心灵之家”，前来寻求帮助的孩子
超过了1000人次。 他们在这里能与在外地的
父母视频聊天，能接受老师的心理辅导。

“留守儿童是一个特殊群体，要使他们
有健康的心理、健全的人格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但实践证明，只要用心去做，就会有效
果。今年，我们以此为内容的德育教育研究，
获得了全省二等奖呢。 ”学校负责心育室的
张老师告诉记者。

“美丽炎陵”见证道德力量
“我理解，‘美丽炎陵’ 应该是全方位的

美。 既要自然美、生活美、经济美，更要心灵
美、行为美。 只有这样，才会使人感到一切都
美好。 我们抓道德建设，不是务虚，而是务实。
事实证明，道德建设的确使炎陵更美了。 ”

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一席话， 使记者对
该县道德建设的认识加深了许多。 今天的炎
陵，道德建设犹如一股无形的强大力量，正在

塑造人的心灵，改善人的行为，推动社会进步。
“能吏寻常见，公廉第一难”。 在炎陵县

检察院一个普通的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一幅
书写着古代诗人元好问诗句的书法作品。依
靠长久的职业道德教育，该院恢复建院35年
来，无干警违纪违法受处分、无干警家属违
法犯罪受刑事处罚。

在炎陵，道德的感召力无处不在。
炎陵县农村商业银行以道德教育塑造人，

以具体工作验证道德水准。 2002年，该行在全
省系统内率先启动农户小额贷款评级授信工
作， 先后完成了全县202个村39903户农户的
授信工作。 去年，又在全省率先开办面向农村
客户的福祥医疗卡、贷记卡、便民卡等。 如今，
还无偿承担着全县农户的国家补贴款发放。

炎帝陵所在的鹿原镇，自觉以道德建设
推动文明建设，“以德求变， 以德促和”。
2010年以来， 全镇未出现建设阻工与群体
性上访事件， 先后被评为全国文明先进镇、
全国文明村镇等。

道德建设，也推动着炎陵经济社会发展。
近8年来，全县财政收入实现了从1亿元到6亿
元的跨越， 其中2012年就比上年增加2亿元、
增幅达32.92%。 2012年， 该县再次被评为省
“平安县”，从而连续8年保持这一荣誉。 今年2
月，又被评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

本赛季刚刚加盟广州恒大，仅上场6轮
比赛， 巴西外援埃尔克森就被广大球迷送
以“埃神”的称号。

是的，埃尔克森太神了。 在27日的比赛结
束后，他已连续6轮进球，且进球数高达12个，
比联赛中绝大多数球队的进球总数还多。

“埃神”的进球表演能够延续到什么时
候？本赛季他将收获多少进球？能否打破中
超联赛26粒进球的纪录？ 有关“埃神”进球
预测已经成为广大球迷讨论的热点话题。
虽然来到中国不到半年，但他的风头，大有
超过穆里奇、孔卡等队内老牌外援的趋势。

谈及自己的神奇表现， 埃尔克森自己
倒是有些“不以为然”，“我身边有很多强大

的队友，我只需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重要
的是球队能够赢球。 ”

与队内另外一名锋线悍将穆里奇一
样，埃尔克森来自足球王国巴西，作为一名
24岁、冉冉上升的潜力新星，他曾经入选过
巴西国家队， 也曾得到欧洲足坛多家豪门
球队关注。 2012年正式签约恒大，埃尔克森
没有遭遇适应难题， 在联赛初期便将个人
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与叱咤亚冠联
赛的穆里奇相比， 无法亮相亚冠或许是埃
尔克森本赛季最大的遗憾。

回顾埃尔克森目前所进的12球中，左脚、
右脚、点球、头球，唯独缺少任意球。 在27日的
比赛结束后， 就有记者打趣问道，“下一次打
算以何种方式进球，是任意球吗？ ”

埃尔克森没有作答，只莞尔一笑。

“埃神”的进球表演仍在继续。 中超联赛第七轮比赛4月27日展
开，埃尔克森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帮助广州恒大队以2比0击败广州
富力队———

挡不住的“埃神”
本报记者 王亮

据新华社南京4月27日电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研制与海试27日在江苏无锡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
家验收。

验收专家组认为：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不仅具有国
际上同类型潜水器的最大下潜深度，而且在其最大设
计深度安全可靠，并拥有投入应用所需要的实际作业
能力，在声学通讯、自动控制以及大深度作业等性能
方面拥有明显的领先优势；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及
海试项目已经全部完成了科技部批复的各项任务，全
面达到了合同规定的考核目标和技术指标。验收专家
组一致同意蛟龙号研制及海试项目通过验收。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和海试成功，标志着我
国系统地掌握了大深度载人潜水器设计、建造和试
验技术，实现了从跟踪模仿向自主集成、自主创新
的转变，跻身世界载人深潜先进国家行列。蛟龙号
通过验收后， 即正式由科技部863计划海洋技术领
域移交其用户———中国大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协
会，在未来深海矿产资源勘探和深海科学研究中发
挥开拓者的作用。

通过验收
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研制与海试

据新华社达卡4月27日电 孟加拉国警方27日
确认，孟首都达卡郊区萨瓦尔镇24日倒塌的楼房内
两家制衣厂厂主当日上午向警方自首， 大楼的业主
和另外三家制衣厂厂主仍在逃。 此次倒塌事故目前
已造成352人死亡，2500多人受伤。

警方当天还公布了一份761人的失踪名单。这
份名单来源于曾在倒塌的拉纳购物中心大楼工作
的人的亲属提供的信息。

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26日晚在召见孟成衣制
造商与出口商协会和针织品制造商与出口商协会
领导人时说， 如果拉纳购物中心的业主和楼内制衣
厂厂主不自首，政府将对他们采取严厉措施。

厂主自首
孟加拉国倒塌大楼事故已致352人死亡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26日电 据官方的叙利
亚通讯社26日报道，叙利亚新闻部长祖阿比当天在
莫斯科说，3月份出现在叙阿勒颇省坎阿萨的化学
武器很可能来自土耳其，并称西方对叙政府军使用
化学武器的指控不实。

报道说，祖阿比当天对媒体说，此前在坎阿萨
出现的载有化学物质的火箭弹发射自反对派控制
的区域，而该地区距土叙边境很近。他认为，美方25
日“关于叙政府军在叙利亚其他地方使用化学武
器”的表态“毫无可信度”。祖阿比此番表态是25日
美国称掌握叙利亚战场曾出现化学武器证据后，叙
利亚官方首次回应。

叙境内化学武器可能来自土耳其

首次回应

新华社平壤4月27日电 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
鲜方面对去年11月因从事反朝活动被逮捕的美国
公民裴俊浩（音译）的预审近日结束，将在短时间内
提交最高裁判所接受判决。

报道说， 美国公民裴俊浩2012年11月3日以旅
游为目的进入朝鲜罗先市后因“反朝敌对罪行”被
逮捕，近日朝鲜方面对其的预审全部结束。在预审
过程中，裴俊浩对其“敌视并阴谋颠覆朝鲜的罪行”
供认不讳，其罪行也得到证据的证明。此案将在短
时间内提交至最高裁判所接受判决。

据韩国媒体报道，裴俊浩是一名从事旅游业的
韩裔美国人。2012年11月在带领游客从朝鲜咸镜北
道罗津港进入朝鲜后被扣留。

一美国公民因“反朝敌对罪行”
接受判决

据新华社首尔4月27日电 据韩联社27日报道，
在获得朝鲜方面允许后，此前滞留于开城工业园区
的韩方人员已于当天下午开始陆续撤离。

据报道，当天14时40分左右，韩方人员及车辆陆
续撤离工业园区。 当天已经有126人分批通过韩国京
畿道坡州市京义线韩朝出入境事务所回到韩国。

目前，仍有50名韩方人员在园区滞留。撤离工
作预计于29日完成。

开城工业园区韩方滞留人员
陆续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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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鸣的汽笛声划破天际。27日8时2分，
“4·20” 芦山地震四川全省哀悼日活动开
始，为地震中遇难的同胞默哀3分钟。山河
无语，天地肃穆。猝然逝去的生命让逝者的
亲人揪心，也让心手相连的全国人民牵挂。

生命是如此脆弱。瞬间家园毁圮，生死
两界，逝者的音容笑貌在亲人记忆深处永远
定格，难以言表的悲痛将在生者心中徘徊不
去。生命中，最难承受的是生命本身的逝去。
它的分量，比整个世界还重。悼念遇难同胞，
送上最深切的哀思：请你们放心走好，我们
会更加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用汗水和智慧
重建美好家园，用积极精彩的人生告慰九泉
下的亡灵，实现你们未竟的梦想。

生命如此顽强。地震袭来，举国上下同

舟共济，众志成城。强震甫至，习近平总书记
第一时间作出抗震救灾重要指示，李克强总
理赶赴灾区了解灾情、指挥救灾。那一刻，人
民子弟兵一马当先， 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专
业救援和医护力量紧急行动。 关键时刻，与
死神竞速、 与灾难赛跑的救援行动迅速展
开，凝聚起万众一心、不畏艰险的强大力量。

从被困群众相继获救、一句“我不哭，
我很坚强” 感动中国， 到让受灾群众有饭
吃、有干净水喝、有帐篷住，按照中央统一
指挥部署高效救援，科学谋划灾后重建，分
秒必争的一幅幅画面， 连接成抗震救灾的
全景扫描， 彰显中国人民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精神气概， 又一次书写下中华民族顽强
不屈的英雄篇章。

从汶川到芦山，5年来的不平凡历程 ，
见证了抗震救灾精神的形成与升华， 也记

录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抗击灾难中不断
走向成熟和进步。当自然灾害降临，经过加
固的房屋、 逃生知识的传播让伤亡大幅减
少；救援指挥的集中统一、抢险队伍的快速
机动使救援行动效率更高； 救灾物资的充
足储备、迅速调运、有序分发令受灾群众及
时安置；灾后重建的科学规划、长远考量更
为灾区明天筑牢发展基础。

擦干悲痛的泪水，生活仍将继续。瓦砾下
掩埋曾经的记忆， 废墟上升起未来的希望。
在这个有着13亿人民的大家庭，每个人的困
难、每个家庭的不幸，都会得到党和政府以
及全社会的有力援助。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集中高效的制度
保障，同舟共济的志愿精神，守望相助的手
足情怀，把全体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夯实撼
不动的坚实基础，筑起摧不垮的精神长城。

默默哀思传递真情， 倾力救助托举希
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不折不
扣把党中央关于芦山抗震救灾工作的全面
部署落实好、执行好，继续投入救治伤员、
安置群众、抢修设施的紧张战斗，加强监测
预警、防止次生灾害，全力保证灾区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地震灾
害，重建美好家园。

事实再次证明： 不管遇到什么灾害困
难、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应
对，就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
种艰难险阻。夺取芦山抗震救灾、恢复重建
的全面胜利， 必将作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 中国人民牢牢把
握自身命运的震撼一幕而载入史册， 在全
民族共同的集体记忆中留下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感悟生命的分量， 续写不灭的梦想
新华社评论员

4月27日， 四川省华蓥市双河第二中学师生手捧白花， 排列成 “心” 形， 为地震遇难者默哀。 当日， 社会各界人士哀悼四川
芦山 “4·20” 7.0级强烈地震遇难者。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国
家税务总局获悉，针对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税务总局近日明确有关税收征管问题， 就做好
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等提出明确要求。

税务总局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地
震灾害不能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
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可向税务机关
申请延期申报。

税务总局还明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
地震灾害不能按期缴纳应纳税款， 申请延期
缴纳的， 省税务机关可以在一次最长不超过
三个月的期限内予以核准。 核准延期缴纳税
款的期限届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因灾情仍
需延期缴纳该笔税款的， 省税务机关可依法
按次审批至2013年12月31日。 延期期间，纳
税人的应纳税款不加收滞纳金。

针对因地震灾害遭受损失的纳税人，税
务总局要求， 在2013年4月20日以前被税务
机关查处需要补缴税款的， 其所涉及的滞纳
金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起算， 自2013年4月20
日起中止计算。滞纳金重新起算的时间，由原
作出决定的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受灾情况
和生产经营恢复情况确定。

因地震灾害
可申请延期缴税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按照中央
总体部署和要求，新闻出版广电系统芦山
“4·20” 强烈地震抗震救灾和协助救灾工
作快速有序开展，成效明显。

地震发生当日下午，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要求各卫视频道调整当晚节目安
排，停播所有欢乐性较强的喜剧和娱乐节
目，加强抗震救灾报道，为组织开展救援
提供舆论支持和新闻信息服务。针对地震
发生后大量记者赴灾区报道的情况，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及时指导当地新闻出
版行政部门采取措施， 规范灾区报道秩
序，规范记者采访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报

刊、非法报刊机构和假记者、假新闻。
此外，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紧急调

运收音机、直播卫星天线及机顶盒、大喇
叭等设备运往灾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广播
电视线路抢修， 保障灾区收听收看畅通。
截至26日，芦山县城有线电视信号可正常
接收， 下辖9个乡镇大部分地区可正常收
看广播电视节目。天全县县城和下辖13个
乡镇的有线电视基本恢复播出和收看。宝
兴县城有线电视信号可正常接收。 此外，
四川广电系统还向雅安市2区6县累计放
映慰问电影122场，观众超过2万人次。

新闻出版方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组织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加印教科书和
配套教辅，及时分发到学生手里。26日，首
批150余种、20多万册教材已运往灾区学
校或临时教学点，以满足复课需要。人民
出版社调运《中国家庭应急手册》9万册、
《地震来了怎么办挂图》2000套等运往灾
区。科学普及出版社调运关于地震救援和
次生灾害预防的两种科普挂图共4000套
运往雅安免费发放。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
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少儿出版社也
紧急加印救灾图书12万册。目前，四川当
地印制和已收到的抗震救灾出版物基本
能满足当前救灾所需。

新闻出版广电系统向灾区免费发放救灾出版物

据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据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27日公布的数字， 四川芦山地震
后，累计住院治疗6536人，已治愈出院5003人。

数据显示，截至4月27日12时，共有现住院
伤员1533人，其中危重症43人、重症71人。住院
较昨日增加17人，危重症数无变化，重症增加2
人。累计住院治疗6536人，已治愈出院5003人。

灾区共有医疗卫生人员12474人 （防疫
人员2880人）。 累计出动救护车和卫生应急
车辆7989台 （次）； 累计开展手术6292台
（次）， 其中大手术419台次。 四川省全省库
存红细胞类血液4万余单位， 血液库存充足。

芦山地震后
已治愈出院5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