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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闻
■我国成功发射第三颗 “风云三

号” 气象卫星
■王书金强奸、 故意杀人案将于9

月27日在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公
开宣判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涉嫌使
用腐烂 “瞎果” 加工果汁企业展开调查

■巴基斯坦教堂发生连环爆炸，已
致78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洪
磊23日表示， 个别国家或集团以防范朝鲜核、
导“威胁”为幌子，单方面部署反导系统或开展
集团合作，无助于地区防扩散问题的解决。

在当日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
问，据报道，日本京都府同意与中央政府合作，
接受美军在京都府的航空自卫队基地部署X波
段雷达。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注意到相关报道，对此表示关
切。中方认为，个别国家或集团以防范朝鲜核、
导“威胁”为幌子，单方面部署反导系统或开展
集团合作，无助于地区防扩散问题的解决，不利
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并可能对全球战略
稳定产生严重消极影响。

他表示， 中方主张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处理
导弹扩散问题， 充分照顾各国在反导问题上的
正当关切，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美在日部署X波段雷达
中方：不利亚太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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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最新修订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
议费管理办法》正式亮相。在贯彻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倡导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大背
景下，会议费新规有何亮点？与现行规定有
何变化？

规范对象“全覆盖”
四大举措强管理

此次《办法》适用于所有中央和国家机
关，即党中央各部门，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
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全国政协办
公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人
民团体、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召开
的会议都要执行。同时中央事业单位会议费
管理也要参照《办法》执行。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针
对目前计划外会议时有召开、会议规模和开
支超出标准等突出问题，《办法》明确四大新
举措加强会议费管理。

一是强化会议年度计划和审批管理制
度，规定所有会议必须纳入单位的年度会议
计划，进一步明确各类会议的报批程序和审
批制度；

二是严格会议费预算管理，将会议费纳
入部门预算，单独列示，并要求会议费预算
细化到具体会议项目，执行中不得突破；

三是严格会议费报销和支付管理。报销
时须附会议审批文件、会议通知及实际参会
人员签到单、定点饭店提供的费用原始明细
单据、电子结算凭证等，并规定会议费支付
采用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
金方式支付；

四是建立会议费公示制度和会议年度
报告制度。 各单位应当将非涉密会议的名

称、主要内容、参会人数、经费开支等情况在
单位内部公示，具备条件的应向社会公开。

四类会议管理更细化
与现行规定相比，新《办法》将各单位会

议分为四类，从原先只管理大型会议，变为
现在将各种小型研讨会、座谈会、评审会在
内所有会议纳入管理。

财政部行政政法司有关负责人说，新
《办法》压缩了会期，要求一类会议按批准文
件从严控制会期；二类会议原则上每年不超
过1次，会期也由原来一般不超过3天压缩为
不得超过2天；三、四类会议的会期也不得超
过2天。同时，控制参会人数，二、三、四类会
议参会总人数不得超过300人、150人和50
人。二、三类会议工作人员比例分别从原来
的20%和15%降低至15%和10%以内。

《办法》改进了会议形式，要求充分运用
电视电话、网络视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召
开会议，降低会议成本，提高会议效率。

此外，限制了会议地点。参会人员以在
京单位为主的会议不得到京外召开；不得到
党中央、国务院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召开
会议；不能够采用电视电话、网络视频召开
的会议应当到定点饭店召开；参会人员在50
人以内且无外地代表的会议，原则上在单位
内部会议室召开，不安排住宿，并明确要求
二、三、四类会议应当在四星级以下（含四
星）定点饭店召开。

11项禁令狠刹奢侈风
根据《办法》，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

住宿费、伙食费、会议室租金、交通费、文件
印刷费、医药费等。会议费实行综合定额控

制，一类会议每人每天660元，二类会议550
元，三、四类会议450元。

值得关注的是，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
求，《办法》对会议活动提出了11条禁止性规
定：严禁各单位借会议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
宴请；严禁套取会议费设立“小金库”；严禁
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会议用房不得
安排高档套房；会议用餐应严格控制菜品种
类、数量和分量，安排自助餐，严禁提供高档

菜肴，不安排宴请，不上烟酒；会议会场一律
不摆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得
使用会议费购置电脑、复印机、打印机、传真
机等固定资产以及开支与本次会议无关的
其他费用；不得组织会议代表旅游及与会议
无关的参观；严禁组织高消费娱乐、健身活
动；严禁以任何名义发放纪念品；不得额外
配发洗漱用品等。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批示，号召广大
党员干部向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同志学习。

兰辉同志生前是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副县
长。2013年5月23日，他在检查乡镇道路和安全生产
时不幸坠崖，因公殉职。

习近平在批示中指出，兰辉同志始终把党和人民
的事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是用生命践行党的群众路
线的好干部，是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广大党员干
部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心系群
众、为民尽责的公仆情怀，忘我工作、务实进取的敬业
精神，克己奉公、敢于担当的崇高品格，牢固树立宗旨
意识，自觉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更好发挥表率作用，不
断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习近平作重要批示号召

向兰辉同志学习

据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23日宣布： 今后两年各地车用汽、 柴油质量升
级至第四阶段， 每吨分别加价290元 （约每升0.21
元）、 370元 （约每升0.32元）； 2017年年底后， 升
级至第五阶段时， 每吨分别加价170元和160元。
北京等地油品质量已提前升级至第五阶段， 加价幅
度基本到位， 每升仅涨价约4分钱。

据发展改革委和环保部介绍，使用更高质量的汽、
柴油后，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污染物将明显减少。同第三
阶段相比，符合第五阶段标准的汽、柴油，硫含量分别
从150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 和350PPM降至
10PPM。同采用第四阶段标准相比，符合国五标准的
汽车排放的颗粒物将减少82%，氮氧化物减少25%。

按照国家确定的油品质量升级时间表， 第四阶
段车用汽油标准过渡期截至今年年底； 第四阶段车
用柴油标准过渡期至明年年底； 车用汽、 柴油第五
阶段标准过渡期均至2017年年底。 这意味着过渡
期后， 车用汽、 柴油新标准将成为强制性标准。

汽、柴油两年内
升至“国四”
每吨分别加价290元、370元

本报深圳9月23日电 （记者 徐亚平）9月21-23
日， 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在深圳会
展中心举行。 今天上午，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视察展
会，对各参展机构给予充分肯定。

慈展会由民政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广东
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联办。吉祥物为美丽的蝴蝶，表达
了主办方希望展会能发挥“蝴蝶效应”的美好愿望。21日
9时，在现场数千名观众共同进行10秒倒计数和“慈善，
让中国更美丽”的欢呼声中，第二届中国慈展会启幕。

随后3天中，800多家参展机构在救灾救助、社
会组织等8个特色鲜明的主题展区，进行了交流展示
和资源对接。会展期间，举办了12场学术研讨会、50
场互动沙龙、36场体验活动以及系列签约仪式。

“公益湘军”大放异彩。我省有长沙慈善总会、岳
阳市江豚保护协会、长沙绿色潇湘环保科普中心、湖
南芒果V基金、湖南李丽心理心灵教育中心等5家机
构应邀参展。江豚保护成为节会最大亮点之一。岳阳
市江豚保护协会联合湖北鄂州、 安徽合肥志愿者举
行了江豚保护摄影展、版画展、漫画展、布偶展和少
儿情景剧表演， 发表了《江豚危机拉响长江生态警
报》的演讲，受到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国内知名环
保人士冯仑、刘小钢、马军、邓飞、王积刚及各地志愿
者的赞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深
圳晚报、晶报等媒体都报道了该协会。

第二届中国慈展会在深举行

江豚保护成一大亮点

改会风 堵漏洞 刹奢侈风
明年起中央和国家机关将实行会议费管理新规

9月23日， 广东汕尾
市区一在建工地的脚手
架被风吹倒砸在道路上，
致使交通严重受阻 。9月
22日19时40分 ， 强台风
“天兔” 在广东汕尾沿海
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
近最大风力14级。截至23
日9时，“天兔” 登陆后已
造成广东25人死亡。

新华社发

“天兔”
发威

已致广东25人死亡

这个“铁娘子”不简单
默克尔连任已成定局

德国联邦议院选举22日落幕，总理默
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成为
最大赢家， 执政伙伴自民党惨败出局，最
大反对党社民党表现平平。

“铁娘子”功不可没
德国官方公布的所有选区初步计票结

果显示，联盟党获得41.5%选票，社民党获得
25.7%的选票， 左翼党和绿党分别获得8.6%
和8.4%的选票。 自民党表现不佳， 仅获得
4.8%的选票。分析人士认为，联盟党此次大
胜，默克尔功不可没。

近些年，尽管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和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德国经济形势
依然稳固，失业率一路下降至6.6%，社会

福利稳定，救助南欧深陷债务危机诸国的
政策有条不紊。 因此，60%以上的德国人
对默克尔政府感到满意。

国内外任务艰巨
默克尔带领联盟党胜选后，将要着手

处理一系列内政外交问题。
如何进一步化解欧债危机，是德国新

政府面临的最棘手也是最紧要的问题。目
前，欧洲重债国经济虽出现不同程度的企
稳迹象，但总体形势依然严峻。作为欧盟
第一大经济体，德国的态度对于欧债危机
走向至关重要。

从联盟党公布的竞选纲领看，德国新政
府会保持现有政策的延续性， 即稳定欧元、

执行“债务刹车”规定，实现债务削减目标。

中德关系稳步前行
在此次德国大选中，“中国话题”一路

缺席，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对华政策不断成
熟，各界已就发展对华关系形成某种默契
和共识。分析人士认为，新政府上台后，德
国对华政策会保持较强的延续性，加强双
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仍是德国发展对
华关系的主线。

近年来，德国从其对华政策中受益良
多。2012年， 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1611.3
亿美元，其中德国对华出口约666亿美元，
中国已成为德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据新华社柏林9月23日电）

内罗毕恐怖袭击后续

营救行动接近尾声
已造成62人死亡

据新华社内罗毕9月23日电 截至目前，肯
尼亚首都内罗毕韦斯特盖特购物中心袭击事件
已经持续了50多个小时，造成62人死亡。肯尼亚
内政部23日说，营救行动已经“接近尾声”。

截至记者发稿时， 事件已持续50多个小
时，军警和武装分子依然在对峙。

肯尼亚政府内务与中央政府协调部长约
瑟夫·伦库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已控制所
有楼层，恐怖分子四处逃窜，躲在一些商店里。
他们已无路可逃。”他说，在当天早上的攻击中，
至少有两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数人被打伤。

肯尼亚警察总监戴维·基迈约说， 情报显
示，购物中心内的武装分子来自不同国家，这是
一起国际恐怖主义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