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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秋节， 刹住送礼的“禁
令” 以及一系列提倡节俭的政策、规
定让新风劲吹，豪华包装下的天价月
饼几乎消失、豪华奢侈的中秋晚会集
体“瘦身”，中秋逐渐回归团圆、和谐、
民本的本意；而“中秋游‘末班车’”
“中秋‘回家看看’难”“以房养老”等
热词，也成为这个中秋小长假里百姓
密切关注的话题。

【热词一】“简约”中秋
为了狠刹“吃请”腐败之风，今年

中秋节前，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
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
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
的通知》，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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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
国庆节。

公款送礼大为降温、月饼走平民
路线、礼品包装去高档化……记者采
访发现，中央八项规定下的第一个中

秋节，一股朴实无华、勤俭节约、廉洁
过节的清风扑面而来，“简约”成为今
年中秋的关键词。

【热词二】晚会“瘦身”
相比于往年各大电视台的中秋

收视“争夺战”，节俭之风吹拂的今年
中秋电视荧屏在不失热闹之余明显
朴素不少。

去年曾出现过9场中秋晚会齐闹
荧屏的局面，而今年，在覆盖全国的
卫视频道中，中秋晚会仅剩下央视和
北京卫视两场。今年中秋晚会不仅数
量减少，更对自己进行了严格的“瘦
身”。作为央视的品牌晚会，本次中秋
晚会坚持“节俭办秋晚”的宗旨，在演
员阵容和演出酬劳、舞美灯光运用以
及场地使用等方面大幅度压缩了支
出，以往“秋晚”中常见的焰火也因压
缩投入而被“拒之门外”。

【热词三】“中秋游末班车”
新的旅游法10月1日起将正式实

施，新法对以往旅游行业内“零负团
费”等种种不规范现象作出了明确限

制，各大旅行社纷纷计划提价维持经
营收入。 许多游客因担心国庆游涨
价， 纷纷抢在中秋三天假报名出游，
形成一片“热闹”景象。

事实上，过去国内旅游行业处于
恶性竞争的混乱状态， 投诉率也高，
许多打着零负团费的幌子，私自增添
付费项目，看起来不要一分钱的报团
费，其实后续花钱地方很多。新法实
施后，所有收费明朗化，将少花冤枉
钱，看起来报团门槛费提高了，最终
旅途总花费相差不多，而行程则会更
清净。

【热词四】“回家看看”难
今年中秋节是新修订的《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实施后的第一个重要节
日，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常回家看
看”已经入法，但在这个中秋似乎并
没有加快一些人回家团聚的步伐。有
专家认为，遵守孝道、家人团聚并非
法律强制所能做到，这需要社会各方
的共同努力。比如加强保障老年人精
神生活需求的配套设施建设；将“回
家探亲”的权益落到实处，通过工会

监督、法律保障等方式维护劳动者探
亲休假的权益。

【热词五】“以房养老”
日前国务院正式出台的《关于加

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
确提出作为“金融养老”、“以房养老”
的方式之一，“我国将试点开展老年
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然而在“靠儿不靠房”主流观念
及房价波动性的压力下，老人与金融
机构均有各自担心。如果未来房价上
涨，扣除各种费用后，剩余归借款人，
那么老人可以充分享受房价上涨好
处。但是如果房价走低，贷款额大于
房价， 金融机构将面临很大风险。正
是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许多地
方虽已尝试该项业务，但至今并没有
成功案例。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迫近和
养老方式的变化，人们热切地希望可
以通过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方式，进而
构建多样化、多层次、以需求为导向
的养老服务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今年中秋热词盘点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据新华社圣彼得堡9月21日电 9
月20日，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
第36届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大会
上， 国家质检总局、 国家标准委提
名的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际钢铁协会副主席张晓刚成功当
选ISO主席。 这是自1947年ISO成立
以来中国人首次担任这一国际组织
的最高领导职务， 标志着我国在国
际标准化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性成果。

ISO成立于1947年2月23日， 是
世界上最大、 最权威的综合性国际
标准化组织， 其成员包括164个国家

和地区， 占世界国民总收入的98%
和全球人口的97%。 ISO是联合国经
济和社会理事会的综合性咨询机构，
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 保持着密
切工作联系， 是其技术贸易壁垒委
员会 （WTO/TBT） 的联络组织。

截至2012年底，ISO制定发布了
近2万项国际标准。ISO标准在世界上
具有权威性和通用性，已成为国际经
贸活动的重要规则，被誉为国际贸易
的“通行证”，在减少国际贸易壁垒和
经贸摩擦，以至推动建立国际经济贸
易新秩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人首次当选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公安
部近日制定发布《关于收缴非法危爆
物品严厉打击危爆物品违法犯罪活
动的通告》， 收缴流散社会的各类非
法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依法严厉
打击危爆物品违法犯罪活动。

通告强调，凡在通告公布之日起
至2013年10月31日前投案自首或者
主动交出上述非法危爆物品的，可依

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逾期拒
不投案自首、拒不交出非法危爆物品
的，依法收缴并从严惩处。违法犯罪
人员有揭发他人涉及危爆物品违法
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
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涉及危爆物品
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 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
以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公安部发布通告收缴非法危爆物品
限期内自首上缴可从轻或免除处罚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
21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
发展改革委近日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2013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
案》， 公布最低收购价。

执行上述预案的中晚稻 （包括
中晚籼稻和粳稻） 主产区为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四川11

省 （区）。 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每市
斤1.35元， 粳稻最低收购价每市斤
1.5元， 以今年生产的国标三等中晚
稻为标准品。

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
南、广西、四川8省（区）最低收购价执
行时间为今年9月18日至2014年1月
31日，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为今年
11月16日至2014年3月31日。

今年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出台
粳稻最低收购价每斤1.5元

新华社专电 美国国会众议院
20日投票通过联邦政府临时拨款议
案， 以使联邦政府可运营至12月中
旬，但禁止给实施奥巴马医改拨款。

美国共和党掌握的众议院当天以
230票赞成、18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
过这一议案， 同意以2013财年已经实
施开支削减的政府预算水平为基准来
拨款，让联邦政府运营至12月15日，同

时禁止给实施奥巴马医改拨款。
此前，民主、共和两党一直没有解决

2014财年（10月1日开始）的政府预算案。
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说， 众议院投

票结果传递出明确信息，即美国民众既不
想让白宫关门，也不想保留奥巴马医改。

根据美国的立法程序，这一议案
还需得到参议院批准后方可送交总
统签署生效。鉴于掌握参议院的民主

党领袖已表示不会批准带有禁止给
实施奥巴马医改拨款内容的议案，参
议院近期可能将这项内容从议案中
剔除并投票通过，再将新的议案版本
交由众议院投票通过。

奥巴马医改是奥巴马执政第一
任期中与金融监管改革并列的显著
政绩，奥巴马先前已表示将否决带有
禁止给医改拨款内容的议案。

美众院临时拨款议案“阻”医改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朝鲜祖
国和平统一委员会21日发表声明，宣布
推迟北南离散家属会面活动。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祖国和平
统一委员会发言人当天在声明中说，
在朝方有诚意的对话提议和积极努
力下， 一度走向极端的朝鲜半岛局

势进入改善之途。 但是， 由于韩国
保守势力的恶劣对抗活动， 北南关
系再次陷入危机。

声明说，鉴于已形成的严重事态，
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决定推迟本
已列入日程的离散家属会面活动，直
至双方形成能进行对话和协商的正常

气氛。同时，双方有关重开金刚山旅游
的会谈也被推迟。

今年8月23日，朝韩商定于9月25日
至30日在金刚山举行南北离散家属团
聚活动，双方将各有100人参加。如果本
次团聚活动顺利进行，这将是南北离散
家属在2010年10月后首次相聚。

朝鲜宣布推迟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上接1版①）
在莺歌镇考察，湖南参访团时刻感

受到这种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与突破。
“古有铜官窑，今有醴陵瓷。” 湖湘

陶瓷窑烟袅袅，千年不绝。湖南醴陵是世
界釉下五彩瓷诞生地， 也是全国著名三
大“瓷都”之一。大家认为，湘台陶瓷工艺
发展互渗极深，各具擅长，湖南的瓷业目
前正处于向商业贸易与陶瓷文化转型
升级的过程，业已完成转型的莺歌，在创
新与国际化上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参访团在莺歌陶瓷博物馆考察
时，博物馆秘书陈宝珍说：“与日、韩、
大陆的陶瓷重镇相比， 莺歌制陶的历
史比较短，但也因此比较没有负担，更
愿意吸纳外来文化， 寻求突破和创
新。”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近年来，

博物馆努力引进国际新锐陶瓷艺术家
的展览， 还经常邀请外国艺术家前来
进行3个月到半年的“驻村”研习。不断
创新的莺歌， 渐渐吸引了全台湾有志
于陶瓷艺术的艺术家和制作者。目前，
有100多位艺术家在莺歌成立工作
室。 许多艺术家致力于挑战陶瓷材料
的极限，不断研究新的烧制方法、原料
和釉料配方，不断涌现新的作品形式。

考察中，参访团了解到，过去，很多
台湾业界人士来到湖南， 对一些制瓷企
业的瓷质和工艺赞不绝口， 但又为其感
到可惜，一些很好的作品销售却很廉价，
主要因为一些厂家间相互抄袭成风，一
种风格的产品流行大家竞相仿之。

台湾陶瓷业也经历过相互抄袭的
阶段， 大概在20年内才扭转了这股风

气。莺歌镇通过兴建陶瓷博物馆，老街
改造和规划文化街， 带动了陶瓷文化
的兴盛，促进了国际交流，推动了产业
升级。莺歌镇老街就明文规定，每家店
所卖的产品决不能一样。目前，台湾陶
瓷业界都是崇尚创新， 推出富有自己
特色的产品，唯恐与人雷同。

参访团的成员们认为，湖南今后
应加强与台湾陶瓷业的合作交流，这
样可以帮助突破自限，以更丰富多元
的视野登上世界舞台。两地企业和大
师可以共同参加各项陶瓷观摩。应该
打造良性产业生态，相互学习、提携，
杜绝恶性竞争。可以借鉴台湾整体形
象包装营销的经验，提升湖南陶瓷的
国际形象与地位， 创造双赢机会。

（本报台北9月21日电）

（紧接1版②） “洪兰桂
打酒 ” 故事发生地的
“裕源槽坊” 修复一新，
还建起了别具一格的戏
曲蜡像馆。

走在新康街上，戏
乡浪漫元素弥漫。 街口
上，打酒的洪兰桂铜雕栩
栩如生。戏剧脸谱满街皆
是，刚刚成立的兰桂演艺
公司在漮水梨园一天一
场的演出，戏迷们趋之若

鹜。这个由政府每年出资
50万组建的专业剧团，成
为戏剧文化的宣传机、播
种机。 而热爱戏曲之士，
也把新康作为圆梦之地。
团长陈志阳就是从南县
剧团来的。著名歌唱家李
谷一欣闻新康戏曲蜡像
馆有她《补锅》的蜡像，兴
奋不已，拟将在“新康戏
乡”开街之时，前来凑兴
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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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214 1000 214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532 160 85120

83 9

据新华社上海9月21日电 受自
然界最为奇妙的“伪装大师”———拟
态章鱼的启发，我国科学家融合仿生
学、认知科学和现代信息技术，提出
拟态计算新理论，并成功研制出世界
首台结构动态可变的拟态计算机。

21日， 这项名为“新概念高效
能计算机体系结构及系统研究开发”
项目， 在上海通过了国家863计划项
目验收专家组的验收。

拟态计算机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邬江兴带领科研团队， 在科技部和
上海市政府联合支持下， 联合国内
外十余家单位， 聚合500余名研究人
员， 历时6年研究而成。

拟态计算机堪称“变形金刚”。
目前所用一般的计算机“结构固定
不变、 靠软件编程计算”， 而拟态计
算机的结构动态可变， “靠变结构、
软硬件结合计算”。 针对用户不同的
应用需求， 拟态计算机可通过改变
自身结构提高效能。

我国成功研制世界首台拟态计算机
堪称“变形金刚”

据新华社西宁9月21日电 9月21
日8时许， 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
自治州乌兰县境内发生一起汽车与
火车相撞事故，致使3人死亡，从拉萨
站驶向北京西站的T28次列车被迫

停车一个多小时。
据了解，8时左右， 乌兰县铜普镇

居民杨某驾驶一辆皮卡车从铜普镇向
茶卡镇方向行驶， 行进到国道315线
356公里一处跨越铁路的公路立交桥

处时，汽车突然失控，冲出公路掉入铁
路，恰好与T28次列车相撞。救援人员
赶到时，车上3人已丧生。经过紧张抢
修，青藏铁路于9时许恢复畅通。目前，
事故具体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

青藏铁路汽车与火车相撞 造成3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中央气象
台21日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今年第
19号超强台风“天兔” 将于22日下午到
23日早晨在广东中东部沿海登陆。

今年第19号超强台风“天兔” 的中
心21日10时位于我国台湾省鹅銮鼻南偏
东方约14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21日下午穿过巴士海峡后进入南海东北
部海面， 逐渐向广东沿海靠近， 并将于
22日下午到23日早晨在广东惠来到台山
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时强度为台风或强
台风 （38至45米/秒）， 登陆后将继续向
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减弱。

据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记者从国
家海洋预报台获悉， 随着今年第19号超强
台风“天兔”逼近，国家海洋局位于南海东
北部海域的浮标已测得6至8米的狂浪，福
建、广东沿岸已出现3米左右的大浪。国家
海洋预报台21日16时发布海浪红色预警。

“天兔”迫近东南沿海

广东汕头严阵以待， 防范台风 “天兔”。 图为9月21日， 各类船只停靠广东汕头海湾避风。 新华社发

中央气象台发布
台风红色预警

“简约”扑面来“回家看看”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