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22日宣布：自6月1日起
进一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用
电价格，降幅最大可达一半。这项政策
实施后，全国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电费
支出将明显下降，预计减少5亿元。

根据发展改革委日前下发的有关
通知，自2013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
内对生猪、 蔬菜生产用电执行农业生
产用电价格；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用电、 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冷库用电

价格实现与工业用电同价。
据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许多地方对生猪、蔬菜生产用
电执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每千瓦时
约8角），是农业生产用电价格（每千瓦时
约4角）的两倍左右。

经测算， 以黑龙江省某3万头规模
的生猪养殖企业为例，每年可减少电费
支出约10万元。这有利于缓解农产品生
产流通企业成本上升压力，并促进农产
品终端市场价格稳定。

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电价降低
企业电费支出预计减少5亿元

据新华社德黑兰5月22日电 伊朗
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2日在德黑兰
说，将就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未批准自
己的高级助手马沙伊参加下届总统选
举，向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申诉。

伊朗内政部21日公布了参加下届
总统选举的8名候选人名单。被伊朗温和
保守派和改革派寄予厚望的现任确定国
家利益委员会主席、 前总统拉夫桑贾尼

和艾哈迈迪-内贾德的高级顾问马沙伊
因未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
被排除出总统候选人名单。据分析，获准
参选的8名候选人中，2人属于温和保守
派，1人属于改革派，其余5人来自强硬保
守派阵营， 包括现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
委员会秘书、 首席核谈判代表贾利利和
德黑兰市市长卡利巴夫。 伊朗第11届总
统选举将于6月14日举行。

伊朗公布总统选举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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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1日致电美国总统奥巴马，就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遭受严重龙卷风灾
害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

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同情和诚
挚慰问。

同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
毅也分别向美国国务卿克里致慰问电。

习近平向奥巴马致慰问电
就美俄克拉何马州遭受严重风灾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外交部发
言人洪磊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表示， 中国公务船在仁爱礁海域正常
巡航，无可非议。

有记者问，21日，菲律宾外交部发
言人称， 菲方近日就中国军舰和海监
船驶入仁爱礁附近海域向中方提出抗
议。 中方行为侵犯菲主权， 违反国际

法。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仁爱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

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
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公务船在有关海
域进行正常巡航，无可非议。中方敦促有
关国家全面认真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不采取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和影
响南海和平稳定的行动。

菲抗议我军舰进入仁爱礁海域

中方：无可非议

据新华社台北5月22日电 中国国
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例会22日下午在
台北举行，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以党
主席身份主持会议。他表示，台湾当局
绝不允许“广大兴28号”类似事件再度
发生，会全力做到常态性的护渔，维护
渔民权益，保障渔民生命。

马英九说，常态性、长期性护渔不涉
及军事演习，因为护渔是“海巡署”的工作，
海军出动是作为“海巡署”的后盾，未来护
渔的主力仍是“海巡署”，将做到“哪里有渔

民，那里就有海巡”。当天的中常会邀请台
湾当局相关主管部门负责人林永乐，就“广
大兴28号”事件处理情况作专题报告。

马英九在听取报告后表示， 菲律宾
海巡人员以自动武器枪击台湾渔船“广
大兴28号”，已超过执法必要的程度，属于
冷血杀人事件。不管调查结果为何，菲律
宾政府至少应该道歉、赔偿，“这是态度的
问题”。至于司法调查，应由台湾与菲律宾
人员合作进行，目前正在进行相关协商。
他说，希望这起事件能够尽速解决。

台湾将开展常态性护渔
绝不允许“广大兴28号”类似事件再发生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22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由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中
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22日发布。《计划》指出，要鼓励东
部地区高等教育率先发展，支持中西部
地区高等教育加快发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良介
绍，《计划》确定了“到2020年中西部高
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 特色更加鲜明，
办学质量显著提升， 建成一批有特色、
高水平的高等学校，为整体提升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
定坚实基础”的总体发展目标。同时，明
确了“中西部高校在办学条件、人才队
伍和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
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
具体改革发展目标。

《计划》提出，针对中西部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
要重点加强优势特色学科专业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提升科研创新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
力、促进优质资源共享、扩大中西部

学生入学机会、 优化院校布局结构、
加强交流与合作、健全投入机制等十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22
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根据
《中 西 部 高 等 教 育 振 兴 计 划
（2012-2020年）》，“十二五”期间，我国
将实施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
将投入100亿元重点支持100所有特
色、高水平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加快发
展，提高学校本科教学基础能力。

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大

良介绍，2012年， 中西部高校普通本
专科在校生规模占全国的65.5%。总
体上看，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普
遍相对滞后，已成为制约中西部高等
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加强基础能力
建设已成为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一
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据了解，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
设工程以五年为一个周期， 滚动实
施。 一期实施期限为2012-2015年，
计划投入100亿元先期支持100所中
西部地方本科高校建设。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发布

100亿元支持100所地方高校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22日电
刚刚抵达伊斯兰堡开始对巴基斯坦
进行正式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2日中午前往巴总统府，会见巴基斯
坦总统扎尔达里。 巴看守总理霍索、
候任总理谢里夫一道参加。

李克强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
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我一
下飞机就受到巴方盛情、热烈而隆重
的欢迎，充分感受到巴基斯坦人民对

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中巴是全天候
朋友，中巴友谊不仅基础深厚，而且
前景广阔。 我们对中巴友谊的历史、
现实和未来感到振奋。 善邻是福，中
巴友善是两国之福，亚洲之福，世界
之福，中巴友谊值得倍加珍惜，世代
传承。总统先生上任以来9次访华，为
中巴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方
对此高度赞赏。

李克强说，我担任中国总理后首

次出访就来到巴基斯坦，目的是与巴
方一道，开启双边关系新阶段，规划
务实合作新方向，将中巴传统友谊推
向新高度。中巴将致力于推进两国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做彼此信赖的好伙
伴，真诚可靠的好兄弟。

扎尔达里请李克强转达他对习
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扎尔达里说，
你就任总理后首访选择巴基斯坦，充
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及你本

人对中巴关系的高度重视，巴政府和
人民深感荣幸。对华友好是巴朝野高
度共识。 巴方十分珍视巴中友好，愿
同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5月22日电 应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邀请，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当地时间22日上午
乘专机抵达伊斯兰堡努尔·汉空军机
场，开始对巴基斯坦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会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时强调

中巴永做好伙伴好兄弟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2日电
记者22日从北京铁路局获悉：自
2013年6月1日起，乘坐京广高铁
的旅客通过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www.12306.cn网站使用二代
居民身份证购票后， 可持本人购
票时的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直接
刷证检票进出车站。

此次增加的旅客可持二代居民
身份证直接进出站的车站均为京广

高铁正线车站， 其中涉及北京铁路
局管内10个车站，分别为北京西站、
涿州东站、高碑店东站、保定东站、定
州东站、正定机场站、石家庄站、高邑
西站、邢台东站及邯郸东站。目前，旅
客到站郑州站、汉口及郑州东（不含）
至西安北间车站暂不具备检电子票
条件，旅客下车站为郑州、汉口及郑
州东（不含）至西安北间车站时，还需
换取纸质车票乘车。

下月起可刷二代身份证
乘坐京广高铁

标题新闻
■国务院批准80个城市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4493余
公顷

■最高检明确附条件逮捕
适用标准防止“以捕代侦”

■全国查处违法违规网站
1万余家，“净网”行动将延长至
6月底

■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两
年内采购正版软件超21亿元

■涉嫌敲诈勒索罪，肖烨、

赵红霞等6人被提起公诉
■临床用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毒检测试剂获批上市
■我国首次获得测绘地理

信息行业世界大奖
■山东章丘爆炸事故已确

认23名遇难者
■美研究人员承认误报亚

洲大米含铅超标
■美法院裁定本·拉丹遗

体照片不必公开（均据新华社电）

5月22日， 观众
在第十六届中国北
京国际科技产业博
览会航天科技专题
展区参观我国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的模
型 。当日 ，第十六届
中国北京国际科技
产业博览会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开展，
包括载人航天与探
月工程、全球北斗导
航系统等在内的一
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 、世界之首 、中国
之首的科技创新技
术和项目在科博会
集中亮相。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全国政协
副主席、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
家瑞22日在北京会见了朝鲜劳动党第
一书记金正恩特使、 朝鲜劳动党中央
政治局常委崔龙海。

据新华社平壤5月22日电 据朝中
社22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特使崔龙海当天乘专机离开平壤启
程访华。

报道说， 作为朝鲜劳动党第一书
记、 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同
志的特使，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崔
龙海22日乘机离开平壤启程访问中

国。 随同崔龙海访华的包括人民军上
将李永吉、劳动党中央副部长金成男、
外务省副相金亨俊、 人民军中将金秀
吉以及相关部门干部。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金格植、劳
动党中央书记金永日、 人民军上将孙
哲柱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中国驻朝鲜
大使刘洪才到机场送行。

崔龙海现为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
局常委、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 人民军总政治
局长、次帅，多次陪同金正恩参加各种
视察和重大活动。

金正恩特使崔龙海访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