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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北京、上海正在研究征收
拥堵费”的消息再次甚嚣尘上，不仅引起了
两座“大堵市”市民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
全国其他城市群众的“效仿”担忧。 拥堵费
能否治愈城市“拥堵顽疾”？ 记者对此进行
了采访。

“限招”频出依然难逃交通拥堵
从分区域“限行”到全路段“限号”、从

摇号式“限牌”到高收费“限停”，再到限外
地车进城……面对城市“拥堵之殇”，全国
各地“限招”频出。

尽管如此， 多数城市却未能逃脱交通
拥堵的困境， 甚至有的城市已从偶尔拥堵
发展成日常拥堵， 从个别路段拥堵演变成
全城皆堵。 在私家车保有量排名前4位的北
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上下班高峰期绵延
在各条道路上“见首不见尾”的车流，早已
成为这四大“堵城”的常态。

更为严峻的是， 在拥堵愈加严重的情
况下，我国机动车保有量仍在迅猛增加。 公
安部交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 同比增长
1500万辆，汽车驾驶人年增长2647万人，首
次突破2亿人。 北京更是在短短两年内就实
现了机动车保有量就从400万辆到500多万
辆的“飞跃”。

拥堵费能否治愈交通“梗塞”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加之市民对私家车依赖度较高， 与有限的

道路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是造成交
通拥堵的最直接原因。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城镇建设设计
所所长张根说，“征收拥堵费确实能提高机
动车的使用成本，但目前来看，这很难取得
理想效果。 ”

张根表示，一方面，拥堵费不会对数量
庞大的公车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公车的使
用成本都将由公共财政支付；另一方面，对
于“不差钱”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拥堵费也
只是“九牛一毛”，调控作用极为有限。

事实上， 用收费的方式治理交通拥堵
已被多次证明并非良方。 北京、成都市区停
车费成倍上涨， 上海私家车号牌拍卖费已
经飙升到近10万， 但这些城市的机动车保
有量增长仍然迅猛，交通也越来越拥堵。

“目前还远没到非收拥堵费不可的地
步。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表示，我国

不少大城市在基础路网建设、 公共交通设
施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应该在
这些方面多下功夫， 而不是采取“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的方法。

治“拥堵”更需公共交通
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表示， 有关

部门要摒弃“懒政思维”，首先对城市道路
的常见“堵点”进行认真调研，并出实招对
其进行改造、疏通，如修建过街天桥、地下
通道等人行设施、拓宽道路等；为缓解中心
城区交通压力， 还可对私家车辆实行分时
段限行，但同时要兴建大型换乘点，让私家
车主在限行时段能在此停车， 并换乘公共

交通工具。
此外， 还应大力打造便捷畅达的公共

交通系统。 张根说，缓堵的关键是改善出行
结构，国外成功经验已多次证明，完善的公
共交通是治堵政策的有力支点。“目前全国
各城市的公共交通设施距离方便、快捷、舒
适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在这种情况
下，很难让私家车主选择公共交通。 ”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建
议，政府可出台相关政策，引导、鼓励企事
业单位购买或租赁公共交通工具， 用作职
工上下班班车， 有效减少职工私家车的使
用频次。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城市治堵要摒弃“懒政思维”
———京沪两地研究征收拥堵费引争议

新华社记者 侯大伟 赵宇飞 强勇

漫画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日上午正式开通。 网站开辟廉政留言板等专栏，主
动接受网民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
建议、咨询等，搭建纪检监察机关与网民沟通交流的
新平台，开通网上民意直通车。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是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
户网站，网站接受网络信访举报。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1日电 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日说， 美国对叙发动
侵略的威胁不会阻止叙利亚坚持其原则，
叙利亚有能力应对任何外部侵略。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 巴沙尔当天在
会见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
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拉丁·布鲁杰迪时表
示， 美国的威胁不会阻挡叙利亚对其原则
的坚持， 叙利亚会继续与由美国及一些西
方国家和地区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作战。

巴沙尔强调，叙利亚有着坚强的人民和
英勇的军队，有能力应对任何外部侵略，“就
和它每天如何应对内部的恐怖组织及其背
后的支持者一样”。 巴沙尔说，叙利亚将会接
连取得胜利，直到全国恢复安全与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2日说，外交部和驻叙利亚使馆将根
据叙局势发展，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在
叙中国公民的安全。

洪磊在例行记者会答问时作出上述表

示。 他介绍说，除使馆工作人员外，目前还
有二十余名中国公民自愿留叙。

据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张鹏
雄 杨依军）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有关国家可能对叙
利亚采取单边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洪磊表示，中方一直关注叙利亚局势，
始终认为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现
实出路。 我们对有关国家可能采取单边军
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

叙称有能力应对任何外部侵略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公民安全新华社喀布尔9月2日电 （记者 赵乙深 陈

杉）阿富汗警方2日说，塔利班武装当天清晨袭
击了位于阿东部省份楠格哈尔的一处美军基
地，造成30多辆美军军车被毁。 3名武装分子被
击毙，美军方面没有人员伤亡。

当地警方人士说，当天清晨5时30分左右，
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使用火箭筒和其他一些重
武器对美军基地发动攻击，双方随即发生交火。
大约5小时后， 塔利班武装分子全部被击毙，美
军方面无人员伤亡。

遇袭基地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交界处，
是美军一处后勤基地。

塔利班袭击美军基地
造成30多辆美军军车被毁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开通

9月1日， 黑龙江洪峰通过抚远， 黑瞎子岛上
自然地表已基本被洪水淹没， 图为被洪水包围的
在建东极宝塔。 新华社发

黑瞎子岛被淹没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记者 杨依军 张鹏雄）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日证实， 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
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日前赴朝鲜磋商。

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说， 应朝鲜外
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的邀请， 武大伟于8月26日至
30日赴朝磋商。 中朝双方就半岛局势和重启六方
会谈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方特别代表赴朝磋商

据新华社塔什干9月2日电（记者 沙达提）中国
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张霄日前在塔什干接受当地媒
体采访时表示，一些网络媒体关于“中国可能冻结对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的报道不实。

张霄指出，网络上的有关报道是“荒谬无用的”，
因为它不会对全面迅速发展的中乌关系产生任何影
响， 中乌两国人民都会在共同选择的友好之路上坚
定前行。

中方否认冻结对乌投资

标题新闻
■正在西太平洋训练的东海

舰队1日组织了舰机联合反潜训练
■9月2日，我国成功将遥感卫

星十七号发射升空
■为应对重污染天气，气象部

门从本月1日起正式开展空气污染
气象条件预报工作

■云南地震导致香格里拉景
区内393人被困，目前，武警部队
正在抓紧救援，被困人员3日有望
脱困

■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1日签
署总统令， 宣布成立专门委员会，
完成并通过新宪法修订最终草案

■埃及检方1日将前总统穆尔
西案移交法院审理

（均据新华社电）

本报9月2日讯 （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彭星）
2013湖南“吉祥人寿杯”第六届环湘自行车赛今天
在韶山开幕，来自全国的12支自行车劲旅将环绕湖
南进行6场分站赛， 各分站赛各组前30名选手将参
加9月29日在南岳衡山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第六届环湘赛由省体育局、省旅游局、共青团湖
南省委联合主办， 参加全程团队赛的车队今天从韶
山出发，途经灰汤、娄底、涟源、隆回、洞口、怀化、常
德等地，16日到达岳阳，全程1500公里。 本次比赛共
分为个人青年组、 壮年组和女子组， 以及全程团队
赛， 首站韶山站的比赛共吸引来自全国的300余名
自行车选手参赛。

经过1个多小时的角逐，首站比赛团队赛由环湘
赛创始人陈剑岷带领的长沙晚报车队和喜德盛骑道
车队获并列第一名，大湘网车队名列第二，飨粱王车
队、君毅财富车队并列第三。

2013环湘自行车赛韶山开幕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铭记历史， 启迪
未来。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68周年，在此前后，国内外社会
各界以多种形式纪念这个影响中国与世界
历史进程的重要历史时刻。

北京卢沟桥畔宛平城内，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在蓝天映衬下显得格外庄严肃
穆。 纪念馆内， 一场以“德国纳粹死亡集中
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为主题的展览正在
举行， 纳粹德国在集中营犯下的罪行和战争
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让每位参观者感喟不已。

9月3日， 这里将邀请抗战老战士及家
属、专家学者，共同纪念这个重要日子，纪念

馆还将联合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
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滇西抗战纪念馆等
多家纪念馆发表联合声明，抗议日本一些政
治势力公然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成果。

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战胜利受降纪念
馆也在开展纪念活动。 馆长吴建宏建议，全
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于9月3日到纪
念馆参观，既可以缅怀和祭奠为国牺牲的忠
魂烈士，也可以向全世界宣示中国人民热爱
和平、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的决心和信心。

纪念昨天，才能珍视明天。 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佘子清告诉记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期间，他的母亲惨遭日军杀害，给他一生
带来难以抹平的伤痛。 在佘子清心中，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个非常特殊的
日子，他表示将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遇难者名单墙前，祭奠母亲，告慰母亲的
在天之灵，“现在的中国越来越强大，我们再
也不会做亡国奴了。 ”

9月2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上海交通
大学整理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
录》正式与读者见面，这部80卷的巨帙真实、
完整地再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5月
3日至1948年11月12日的庭审全记录。 专家
表示，这将为学界和公众提供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审判的一手文献，对于未来解决中日关
系、近现代史遗留问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
现实意义。

在印度班加罗尔，由新华社和中国驻孟
买总领事馆共同主办的“新华影廊”纪念柯
棣华参加中国抗日战争75周年图片展于9月
1日开展， 集中展示了柯棣华生平和各种纪
念活动照片，以此缅怀这位外国友人。

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吴惠
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现阶段回顾
历史显得尤为重要，9月3日是一个可以振奋
士气的纪念日，应当借此机会呼吁人们勿忘
历史，珍惜和平，共同维护战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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