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国家统计局9日
发布报告，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扩大0.6个
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CPI同比上涨2.4%。

调查显示6月份， 我国食品价格同比上
涨4.9%，影响CPI同比上涨约1.59个百分点。
其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4.8%，鲜菜价

格上涨9.7%，鲜果价格上涨11.4%，粮食价格
上涨5.1%，水产品价格上涨3.1%，分别影响
CPI上涨约0.34、0.26、0.22、0.15和0.08个百
分点。

此外，6月份我国烟酒及用品价格同比
上涨0.3%，衣着价格上涨2.3%，医疗保健和
个人用品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上涨3.1%

（其中住房租金价格上涨4.1%）。
据测算， 在6月份2.7%的CPI同比涨幅

中， 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1.9个百
分点，比5月份增加了0.6个百分点，新涨价
因素约为0.8个百分点，与5月份相同。国家
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余秋梅表示，对比
基数的降低影响6月份CPI同比涨幅扩大。

6月CPI同比上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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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

据新华社东京7月9日电 日本政府9
日上午召开内阁会议， 批准了防卫大臣小
野寺五典提交的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
白皮书妄称中国的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
的担忧事项。

白皮书声称，在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
国家存在利益对立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被
认为是高压的对策。中国公布的国防费用增
长迅速，并且中国的国防白皮书缺乏透明度。

白皮书还称， 中国的动向是包括日本
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 值得
日本密切关注。 中国的海洋活动包括入侵
日本领海、 侵犯日本领空及可能引发不测
事态的危险行动。

关于安全保障环境，白皮书说，朝鲜采
取包括发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在内的挑衅
行为，中国迅速扩大在日本周边海域、空域
的活动，俄罗斯的军事活动呈活跃之势，日
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

关于新防卫计划大纲，白皮书说，日本
正在研究加强遏制与应对弹道导弹威胁的
能力、离岛防卫的机动能力与运输能力，国
会正在讨论自卫队拥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
和新建海军陆战队等问题。

关于离岛防卫，白皮书说，日本正在构筑
情报收集、 警戒监视和发生事态时的快速应
对体制， 将在自卫队部署空白的西南地区离
岛部署沿岸监视部队，并新建快速反应部队。

关于日美安保体制，白皮书说，美国驻
冲绳海军陆战队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具有
重要意义，在冲绳部署“鱼鹰”倾转旋翼机
有助于加强驻日美军的遏制力。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根据国际法
和国内法规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无可非议。

有记者问， 据报道，9日， 日本发布
2013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称中国在同
周边国家利害对立的问题上采取高压态
势，出现可能引发不测事态的危险行动，日
方对此深感遗憾，要求中国遵守国际规范。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中方一贯主张并致

力于通过对话磋商解决领土海洋争端。同
时，决不允许任何国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华春莹指出，近期，日方不断渲染“中
国威胁”，人为制造紧张对立，联想到日本
一些政治势力借此鼓噪强军备战， 频繁举
行军演， 不能不令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发展
走向感到担忧。

华春莹表示，中方希望日方端正态度，
多做有利于增进国家间政治安全互信和地
区和平稳定的事。

日本出台2013年度《防卫白皮书》
■妄称中国的动向是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事项
■中方：开展正常海洋活动无可非议

图为7月8日，在日本东京以西的裾野市，日本自卫队士兵准备登上直升机练习跳伞。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为在强化法律监
督工作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民事行政检察人员
的自身监督， 规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 最
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 《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
检察人员廉洁规范执法行为准则》。

修改后民诉法实施后， 民事行政检察人员
的工作环境有所改变。 他们将更多地接触当事
人和代理人， 对此， 行为准则用两个条文规范
办案人员与当事人的关系。 特别规定“民事行
政检察人员会见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应当
由两人以上在办公场所共同进行。 禁止私自在
非办公场所会见”。 根据修改后民诉法， 民事行
政检察人员将全程参与监督工作、 拥有更丰富
的检察监督权， 这意味着民事行政检察岗位的
职业风险加大。 为了防范办案人员被腐蚀， 行
为准则在第十二条规定了“严禁民事行政检察
人员利用职权为本人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七种情形， 从不能收礼金、 不能报销个人费
用到不能借车等， 行为准则对“不准的行为”
规定得具体详细。

最高检：

民事行政检察人员
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记者从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近几年来，国家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一直把婴幼儿配方乳粉作为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和风险排查的重点产品， 共监测
15007个婴幼儿配方乳粉样品， 其中对10187个
样品开展了总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的监测。

监测结果表明，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反式
脂肪酸的检测值为0.019g-0.574g/100g， 反式
脂肪酸最高含量均不超过总脂肪酸的3%， 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GB��
10765-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
和幼儿配方食品》（GB� � 10767-2010）和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 会 《婴 儿 配 方 食 品》（CODEX��
STAN� � 72-1981）标准的规定。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国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符合国家标准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亮）西甲巴塞罗那
俱乐部今天宣布，前锋比利亚下赛季将转投马德
里竞技队，转会费为510万欧元。相比3年前巴萨
以4000万欧元的价格将比利亚从瓦伦西亚带
走，如今的这个价格真是“白菜价”。

据了解， 比利亚在马德里竞技队的年薪为
550万欧元， 只是其在巴萨年薪的一半左右，不
过总比待在巴萨没有机会上场强。

在比拉诺瓦执教巴萨后，比利亚的上场时间
开始大幅缩减，他曾一度与英超热刺队传出“绯
闻”。今年夏天巴萨又以5700万的高价签下内马
尔，随着巴西天才的加盟，比利亚在巴萨的前景
将更加不明朗。

比利亚于2010年夏天加盟巴萨，出场119场打
进48球，其中西甲斩获33球，欧冠打进8球，西班牙
国王杯打进6球，另外还在西班牙超级杯打进1球。

比利亚“白菜价”转会马竞

据新华社俄罗斯彼得大帝湾7月9日电
“海上联合—2013”中俄海上联演当地时间9
日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成功进行海上联合防
卫行动演练。演练采取随机导调的方式，强调
自由对抗， 以检验参演双方的训练水平和技
战术能力。

联合防卫行动演练在浓雾中拉开帷幕，
整个演练海区气象条件恶劣， 能见度不足百
米。在10多个小时内，中俄参演官兵重点演
练了联合防空、 海上补给、 通过敌潜艇威胁
区、联合护航、联合解救被劫持船舶、打击海
上目标等6个课目。

中俄海上演练联合防卫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8日电 美国白宫发
言人杰伊·卡尼8日说， 美方目前没有把埃及
军方解除总统穆尔西职务之举视作一场政
变， 且立即改变对埃及援助项目并不符合美
国最大利益。

卡尼当天在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
相关提问时说，埃及当前面临的问题“复杂而
且难解”，处理不当可能产生“重大后果”。数
百万埃及民众对穆尔西“不民主的”治理方式
表达了“合情合理的不满”，而且他们认为军
方举动并非政变。

卡尼强调， 匆忙作出认定不符合美国利
益， 立即改变对埃及援助项目也不符合美国
“最大利益”， 原因在于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埃
及实现向民主过渡。 美方将花时间审议埃及
已发生的情况， 并关注埃及当局促使国家朝
着“包容和民主”方向发展所采取的行动。

美称未把埃解除总统职务
视作政变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8日电 在8日举
行的欧元区财长会议结束后， 欧元集团主席
戴塞尔布卢姆宣布， 希腊将有条件从欧盟获
得30亿欧元的贷款、欧洲央行20亿欧元的购
债注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向其提供约
18亿欧元的援助。

戴塞尔布卢姆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欧元
集团批准分阶段从欧洲金融稳定工具中向
希腊发放总计30亿欧元的贷款，第一阶段25
亿欧元将在本月发放； 如果该国改革进展顺
利，第二阶段5亿欧元将在今年10月份发放。

希腊将有条件
获得68亿欧元援助

四川洪灾致3座大桥垮塌
■北川老县城“5·12”地震遗址被淹 ■甘肃10多万人受灾

综合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从8日晚到
9日，四川、北京、河北、甘肃等遭降雨袭击，
四川出现严重洪涝灾害，3座大桥垮塌，垮塌
的江油大桥目前已确认3人被救起，6人失
踪。岷江、沱江、涪江出现超警戒、超保证水
位，国家防总工作组已抵达四川德阳受灾现
场；暴雨还导致甘肃10多万人受灾。

北川地震遗址被淹
8日晚起四川省经历一次暴雨天气过

程，其中盆地西部、川西高原北部部分地区
降暴雨到大暴雨，成都、德阳、绵阳部分地区
降特大暴雨。

记者9日晚从四川省防汛办获悉，9日
白天，四川盆地西部部分地方强降雨持续，
其中成都、雅安、眉山等地个别地方8时至
14时降了暴雨到大暴雨， 累计降雨量超过
50毫米的有3县4站。

四川江油市盘江大桥垮塌应急指挥部
通报，截至9日21时，已核实有5辆车坠河，
已确认3人被救起，6人失踪。被救人员已送
往医院救治，目前无生命危险。

记者又从四川省青川县应急办了解到，
至7月8日， 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县青川县降雨
量已超过1000毫米。暴雨引发山洪、泥石流，
致使青川县7051人受灾，其中1人死亡，1人失
踪；强降雨还造成德阳市境内47个乡（镇）4.2
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02人。

强降雨造成四川多个县城、场镇和农户
进水，农田被淹。其中，北川老县城“5·12”
地震遗址全面被淹，最深处超过7米；青川
县观音店场镇水深达3米；受绵阳市、德阳
等上游城市连续降雨影响，成都金堂县遭遇

20年一遇的洪水，15时30分洪峰流量达到
7390立方米/秒，超警戒水位3.25米。

河北连发暴雨预警信号
河北省气象台于9日5时48分、6时、10

时、11时29分连续多次发布暴雨预警信号。

预计唐山、秦皇岛、廊坊、保定东部、石家庄
东部、沧州、衡水、邢台将有暴雨（50-100毫
米），局地有大暴雨（100-150毫米）。

甘肃暴雨已致10多万人受灾
从8日持续出现在甘肃省东南部地区的

强降水天气，已致甘肃省7个市州14个县区10
多万人受灾。从8日凌晨开始，甘肃省陇南市境
内出现强降水天气，18个观测点出现了大暴
雨， 其中文县中庙乡24小时降水量达到了
210.4毫米。在陇南市康县，湍急的雨水从山上
冲下形成山洪，已导致3名群众被洪水卷走。

图为7月9日在四川绵阳江油市拍摄的老青莲大桥垮塌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正在进行的中
俄海上联合军演表示， 此次军演体现了中俄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华春莹说， 此次军演对于进一步增进中
俄两国两军战略互信和传统友谊、 提高联合
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水平、 彰显共同维
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决心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联合军演不针对第三方。

中俄军演
提高联合应对海上安全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截至北京时间9
日14时止， 韩亚航空客机坠机事故中已有包括
13名伤者在内的135名中国公民确认安全， 有4
人尚未取得联系，2名中国公民遇难。

坠机事故
135名中国公民确认安全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希望埃及
有关各方避免暴力冲突和人员伤亡， 通过对
话协商化解分歧。

有记者问，据报道，8日，埃及临时总统曼
苏尔颁布宪法声明称， 将在修宪公投后举行
议会和总统大选。同日，开罗军警同穆尔西支
持者爆发武力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中方对
当前埃及局势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高
度关注埃及局势发展， 希望埃及有关各方避
免暴力冲突和人员伤亡， 通过对话协商化解
分歧，恢复法治和秩序，实现社会稳定。

中方希望协商化解分歧

埃及冲突

据新华社南宁7月9日电 7月9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
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

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
主席陈武和湖南省长杜家毫、 广东省长朱小
丹、贵州省长陈敏尔、陕西省长娄勤俭汇报了
本地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就做好下
半年工作提出了建议。

李克强强调，我国正处于必须依靠经济转

型升级才能持续健康发展的阶段， 统筹推动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十分重要。稳增长可以为
调结构创造有效空间和条件， 调结构能够为经
济发展增添后劲，两者相辅相成；而通过改革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 则可为稳增长和调结构注入
新的动力。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
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
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在
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要着力调结构、促改革，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与此相适应，要形成合理的
宏观调控政策框架，针对经济走势的不同情况，
把调结构、促改革与稳增长、保就业或控通胀、
防风险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采取的措施要一
举多得， 既稳增长又调结构， 既利当前又利长
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李克强说，面对当前形势，要坚持依靠科学
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依靠改革开放解决发
展中的难题，通过结构调整推进转型升级。把握

好、运用好宏观经济政策，保持政策和发展的连
续性稳定性，使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

李克强指出，把中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是
区域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 是打造中国经济
升级版的应有之义， 国家实施差别化的区域
经济政策， 中央财政将持续不断地加大对中
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 东部
地区要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产业层次向高端
迈进，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

统筹推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
湖南省长杜家毫等汇报本地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