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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沈阳9月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28日
至31日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全面振兴东北地
区等老工业基地是国家既定战略，要总结经
验、完善政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增强工业核心竞争力，形成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现代服务业和传统
服务业相互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为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
增添原动力。

习近平在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和省长陈
政高陪同下，来到大连、沈阳等地，深入了解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振兴发展情况。

28日下午，习近平一到大连，就冒着滂
沱大雨前往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
限公司考察。在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制造现
场，他听取了公司发展情况介绍，对他们勇
攀科技高峰、大力拓展市场取得的业绩表示
肯定。习近平语重心长地说，海洋事业关系
民族生存发展状态， 关系国家兴衰安危。要

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育海洋工
程制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高海
洋开发能力，使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

习近平十分关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
施情况。29日上午， 他来到位于大连高新技
术产业园区的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听
取产业园区负责人关于自主创新的情况汇
报，察看虚拟五轴爬行机器人、车用氢燃料
电池系统、智能矿山安全控制物联网系统等
最新研发产品，了解东软信息化产品研发应
用情况。他指出，高新区是科技的集聚地，也
是创新的孵化器。高新区要择优引入企业和
项目，不能装进篮子都是“菜”。他希望高新
区抓好科技、人才、政策等要素配置组合，把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落实到具体
行业、具体产业、具体产品上。

沈阳市铁西区是我国装备制造业集中
的老工业区，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困境。30
日上午，他来到这里，观看了反映铁西今昔
对比、十年巨变的电视片，考察了位于该区

的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沈阳远大
企业集团、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他指出，要发展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
造业于一身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培育新兴装
备制造产业集群。 要大力培育支撑中国制
造、中国创造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产业工人居住条件怎么样？就业再就业
情况怎么样？民生保障怎么样？习近平非常
关心。30日下午， 他专程来到沈河区大南街
道多福社区考察。习近平指出，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老工业基地前些年下岗人员相对集中，
党和政府要切实关心他们及其家庭的工作
和生活，加强社区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
服务，做好就业再就业工作，让在就业创业
上需要帮助的群众都得到帮助、在生活上需
要保障的群众都得到保障。

习近平还考察了中国一重大连加氢反应
器制造有限公司、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大连商品交易所。他强调，老工业基地很多
企业浴火重生的实践说明，无论是区域、产业
还是企业，要想创造优势、化危为机，必须敢打
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要抓住新一
轮世界科技革命带来的战略机遇， 发挥企业
主体作用， 支持和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

习近平强调，着力改进干部作风，是应
对复杂矛盾、 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的重要保
证。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改进作风
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
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领导干部要
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
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
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
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
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
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
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
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

习近平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为振兴老工业基地

形成新格局 增添原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今后5年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
力度， 在过去5年改造各类棚户区1260万户
基础上，2013年至2017年将再改造各类棚户
区1000万户，其中2013年改造304万户。

棚户区的主要特征是房子建设密度
大；结构简陋、年久失修，抗震、消防、防涝
等都达不到目前国家房屋建设标准， 有严
重安全隐患；缺乏生活必备设施，室内无厨
房、无厕所、无下水、燃气缺乏；从室外来
看，小区基础设施配套跟不上。根据住房城
乡建设部的调查， 各地近期计划改造的棚
户区还有1400多万套。

目前，我国棚户区分为5大类，分别是
城市棚户区，国有工矿棚户区、国有林业棚
户区、国有农垦棚户区和国有煤矿棚户区。

今年7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
区改造的意见》 明确，1000万户改造目标
具体分解为：改造城市棚户区800万户；改
造国有工矿（含煤矿）棚户区90万户；改造
国有林区棚户区和国有林场危旧房30万
户；改造国有垦区危房80万户。

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介绍，
这1000万户分布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
辖市。要采取增加财政补助、加大银行信贷
支持、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扩大债券融资、
企业和群众自筹等办法筹集资金。

2008年至2012年， 全国5年内开工改
造各类棚户区1260万户， 基本建成750万
套，安排各类棚改补助资金1500多亿元。

今后5年开工改造1000万户， 加上此
前5年开工改造的1260万户， 意味着中国
用10年时间， 将解决6000万棚户居民的
“忧居”问题，堪称一项浩大的惠民工程。

8月3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他决
定对叙利亚政府目标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
决定在采取行动前获得国会授权。

这一最新事态表明， 美国这几天还不
会对叙动手， 因为眼下正在休会的美国国
会9月9日复会后才能讨论这一问题。那
么，奥巴马为什么要寻求国会支持？

观察人士认为，寻求国会授权，反映了
奥巴马在对叙动武问题上面临多重压力，因
此“底气”明显不足。同时，这也表明，他不愿
独自承担动武可能带来的难以预测的后果。

民意反对
围绕美国是否应对叙进行军事打击问

题，美国国内产生严重分裂，大部分美国人不
支持政府动武。前几天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约60%的美国民众认为， 美国不应军事干预
叙内战，只有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干预。

民意是奥巴马不能不重视的一个问
题。美国明年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如果奥
巴马不顾民众反战情绪， 贸然发动对叙军
事打击， 那么他所属的民主党在中期选举
中就可能受到惩罚。同时，他本人现在本已
不高的支持率可能进一步下滑。

相反，奥巴马如果在采取军事行动前争
取到国会授权，那么无论军事打击产生什么
后果，他都无需独自承担巨大民意压力。

国会压力
美国国会本身对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

也高度重视。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博纳8
月28日致信奥巴马，要求总统向公众和国
会清楚说明白宫关于叙局势的政策目标和
战略。另据报道，一名共和党籍众议员还号
召议员们向奥巴马递交联名信， 要求总统
作出动武决定前征求国会意见， 据信他获

得了广泛支持。
面对来自国会的压力，奥巴马自然不敢

怠慢，否则就会进一步破坏白宫与国会之间
本已十分艰难的关系，影响到双方今后在一
些国内重大议题上的沟通、协调和合作。

因此，在军事打击叙利亚问题上，寻求
国会授权既是一种自我保护行动， 也能体
现白宫对国会的重视。

国际呼声
对于美国可能对叙进行的军事打击，

国际社会已纷纷作出反应， 反对声远远高
于支持的声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8月30日与安理
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举行会晤时， 强调
了遵守 《联合国宪章》 的重要性。 此前一
天， 他在维也纳呼吁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
题上“给外交一个机会、 给和平一个机
会”， 希望各方采用“和平手段” 来处理
眼下的这场危机。

俄罗斯明确反对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
威胁。8月31日，俄总统普京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表示，他确信，指控叙政府使用化学武
器是挑衅，意在寻求美国等国的军事干涉。
俄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同日在莫斯科
会见美国驻俄大使麦克福尔时强调， 美国
绕过安理会对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都是侵
略行为。

北约已表示目前没有参与军事干预叙
局势的计划。英国向来是美国的“铁杆”盟
友，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
争中都坚定支持美国。 但是，8月29日，英
国下议院投票否决了政府对叙采取军事行
动的提案，而首相卡梅伦表示将据此行事。
在法国方面， 虽然奥朗德总统支持美国对
叙动武，但民意调查显示，64%的法国人反
对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 特别是在野党发
出了强烈的反对声。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
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
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
问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复之同
志的遗体，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刘复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3年8月25日
12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刘复之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
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
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刘复之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
深切慰问。

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
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
刘复之同志”，横幅下方是刘复之同志的遗像。刘复
之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
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胡锦涛等，在哀乐声中缓步
来到刘复之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刘复之同志
的遗体三鞠躬，并与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刘复之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等前往送别

棚改再提速 今年304万户任务
可如期完成

神华包头矿业公司包头石拐棚户区旧
貌（上图，资料照片）和改造后的新建小区一
角（下图，2009年10月摄）对比。 新华社发

美暂缓动武 奥巴马寻求国会授权

8月31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户人家通过电视观看奥巴马演讲。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莫斯科9月1日电 首次飞出国
门的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8月30日
和31日连续两天在第十一届莫斯科航展上，
为来自世界各国的30万观众奉献了两场精
彩绝伦的“空中芭蕾”。

莫斯科航展的公众开放日，连续遇到阴雨
天气，“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特技表演，都是在多
云量条件下升空，在“大机群”表演中当先锋、打
头阵。他们成功表演的单机大仰角上升、双机
剪刀机动对头交叉、三机上升横滚解散、四机
菱形编队、五机水平开花、六机低空盘旋等21
个高难度动作，充分展示了高超的飞行技能。

俄罗斯“勇士”和“雨燕”飞行表演队分别
驾驶苏-27和米格-29战机编队表演，完成了
“涅斯捷罗夫环”、“急跃升”等特技动作；多架
T-50隐形战斗机编队通场飞行， 米-28H直
升机也一展技艺。

这是“中国蓝天仪仗队”组建51年来首次
飞出国门走向国际飞行表演大舞台。

“空中芭蕾”
“中国蓝天仪仗队”
首次飞出国门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9月1日电 南非总统
府1日发表声明说，95岁的前总统纳尔逊·曼德
拉当天上午离开比勒陀利亚的医院，返回位于
约翰内斯堡的家中继续接受治疗和护理。

声明说，曼德拉的病情依然危重，并且状
况时好时坏， 但是医疗团队认为曼德拉在家
中可以得到与在医院同等水平的医疗护理。

声明还说， 曼德拉的家已经按照医疗护
理的要求重新布置过， 并且在家中对曼德拉
进行护理的团队就是医院中一直对其进行治
疗和护理的团队。 一旦曼德拉的身体状况出
现异常，医生将随时把他送往医院。

曼德拉出院
将在家中继续接受治疗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
理局说， 8月31日挫败一起恐怖袭击阴谋，
袭击者目标是一艘集装箱货轮， 意图打断这
条黄金水道的交通。

这起未遂袭击发生在格林尼治时间31
日12时30分 （北京时间20时30分）。 苏伊士
运河管理局长穆哈卜·马米什将军在一份声
明中说， 其中“一名恐怖分子” 试图袭击悬
挂巴拿马国旗的“科斯科·亚洲” 号货轮，
意图阻碍船只通行， 袭击阴谋“完全失败，
货轮或其搭载的货物没有损失”。

马米什说， 埃及武装部队严厉处置这一
事件， 船只通行没有受到影响。

粉碎阴谋
埃及挫败一起
针对苏伊士运河恐怖袭击

据新华社开罗8月31日电 埃及政府31
日决定缩短14个省份的宵禁时间。 从即日
起，除星期五外，宵禁时间从每天的9个小时
缩短为7个小时。

埃及政府当天发表声明称，包括开罗、吉
萨、亚历山大等14个省份实行的宵禁将从原
来的每晚9时开始，变更为每晚11时开始，每
天缩短两个小时。 每星期五宵禁仍从晚上7
时开始至次日清晨6时。

埃及政府是在30日支持穆尔西的游行
得到有效控制、 安全局势有所好转的背景下
做出以上决定的。

埃及政府8月14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
态，为期一个月，并在每日晚7时至次日清晨6
时在14个省份实行宵禁。

缩短宵禁
埃及14个省宵禁时间
缩短为7个小时

据新华社济南9月1日电 1日下午，北方沿海港
口“隆隆”声四起，随着为期三个月的黄渤海区伏季
休渔期结束，山东、辽宁、河北、天津等三省一市5万
多艘渔船开始出海捕鱼。

记者从农业部黄渤海区渔政局获悉， 夏季是海
洋鱼类繁育和幼鱼生长的关键时期。 为促进渔业资
源繁衍生息，缓解捕捞给渔业资源带来的压力，我国
从1995年开始在黄渤海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

据介绍，2013年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
域休渔时间为6月1日12时至9月1日12时，其中刺网
渔船休渔时间为6月1日12时至8月1日12时；北纬35
度至26度30分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6月1
日12时至9月16日12时。

整装出发
黄渤海区伏季休渔结束
5万多艘渔船出海捕鱼

据新华社上海9月1日电 来自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的消息称， 上海市翁牌冷藏实业有限公司8
月31日重大事故的直接原因初步认定，系公司生产
厂房内液氨管路系统管帽脱落，引起液氨泄漏，导致
企业操作人员伤亡。

据上海市卫生计生委9月1日中午披露，25名受
伤人员经过积极有效救治，目前生命体征均为平稳。

目前上海市安全监管局已部署对全市使用液氨
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大检查， 着力做到举一反
三、防范事故。

据调查，有关部门已初步认定“8·31”重大事故
直接原因， 系公司生产厂房内液氨管路系统管帽脱
落，引起液氨泄漏，导致企业操作人员伤亡。目前，事
故调查组已对厂房建设、设备安装、日常监管等展开
调查， 并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相关设备设施进
行技术鉴定。

据上海市环保局介绍， 本起事故未对周边环境
造成影响，目前周边空气质量属于正常。

初步认定
上海宝山区液氨泄漏事故
原因：管帽脱落

据新华社云南迪庆9月1日电 记者1日从云南
省迪庆州教育局了解到， 受8月31日5.9级地震影
响， 迪庆州109所各级各类学校暂缓开学， 近6万
名学生受到影响。

迪庆州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初步核实，
8月31日的5.9级地震造成迪庆州14所学校不同程度
受损， 其中德钦县3所学校受损严重， 香格里拉县
9所学校轻微受损， 维西县有2所学校受损。

目前， 州教育局已经向全州109所各级各类学
校下发了暂缓开学的通知， 新生暂缓报到入学， 已
经开学的学校则暂时停课。 对于已报到的新生具备
返家条件的由家长负责安全领回家， 寄托在亲戚家
的， 就在亲戚家等候学校通知； 一时无法送家或寄
托的学生， 由学校组织妥善安置。

暂缓开学
云南迪庆州109所学校
受地震影响

据新华社黑龙江抚远9月1日电 记者1日从黑龙
江省抚远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黑龙江洪峰今日已
抵达最后一站———抚远段，今日黑龙江抚远段水位又
创历史新高，达到89.85米，已超警戒水位2.35米。

受黑龙江水倒灌影响，乌苏里江水位也持续上
涨。1日8时，乌苏里江此段水位为101.73米，已超警
戒水位1.43米。

记者了解到，受上游同江八岔段决口江水倒灌
持续影响， 同抚大堤抚远段部分坝段已经出现漫
堤，抚远县被淹的村屯已达20多个，所淹没的良田
近百万亩。目前，抚远县集中转移安置的群众基本
生活尚能得到保障。

为保证洪峰抵达期间水上航行畅通及堤坝安
全，抚远县对水上交通实施限航措施。

水位新高
黑龙江洪峰抵最后一站
抚远实施水上限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