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6日电
记者6日从环保部获悉， 目前，我
国共114个城市668个点位开展
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到今年底，
将有161个城市884个点位开展
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 正在构建
城市站、背景站、区域站统一布局
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指出， 各
级环保部门要确保于2013年底
前在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和环保模
范城市全部建成PM2.5监测点，
尽快按照新标准要求开展监测并
发布信息。 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提
前启动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实施
工作。

我国正构建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

据新华社东京11月6日电 日
本国会众议院国家安全保障特别
委员会6日通过了关于新设负责
制定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相关法案。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下午
在众议院国家安全保障特别委员
会答辩时说， 在安全保障环境发
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 需要经常
分析国际形势， 研究从外交、 军

事上应对各种威胁的措施。
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由于联

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及民
主党等3个在野党表示赞成，日本
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将于7日表
决通过该法案， 此后将在参议院
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人员
编制约60人， 职能相当于美国
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

日众议院同意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中国驻
福冈总领馆6日说，一艘中国渔船
5日疑因在日本冲绳县附近日方
专属经济水域违规作业遭日方抓
扣，在办完相关手续后，于6日下
午返航回国。

据了解，这艘渔船名为“闽莆
渔运18818”，5日上午在冲绳县

宫古岛附近遭日方抓扣。 总领馆
获悉后， 立即派出两名主管领事
赴宫古岛调查处理。

日本共同社5日报道，日本海上
保安部以“涉嫌在冲绳县宫古岛海
域的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珊瑚”
为由，逮捕了一名中国渔船船长。船
上共有包括船长在内的12名船员。

遭日方抓扣中国渔船返航

新华社太原11月6日电 记者从山
西省公安部门了解到， 6日一早发生在
太原迎泽大街山西省委附近的爆炸，
目前已致1人死亡1人重伤7人轻伤。 初
步判断， 爆炸系人为制造。

当日10时30分许， 迎泽大街解除

交通管制， 恢复双向通行。 目前公安
部门正在全力侦破此案。

11月6日7时40分左右， 在太原迎
泽大街山西省委附近， 连续发生数起
小型爆炸物爆炸。 爆炸发生后， 公安
部门组织了排爆小组， 现场工作结束

后， 未发现其他爆炸物品。 公安民警
在现场发现钢珠、 电路板等爆炸物，
初步判断爆炸系人为制造。

记者11时左右在山西省委附近的
迎泽大街看到，此前公安部门进行的交
通管制已经解除，双向车辆有序通行。

山西省委附近爆炸初判人为制造 已致1死8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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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6日在北京亲切接见全军党的建
设工作会议代表， 他强调， 当前， 我
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
伟大斗争， 这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
的伟大工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必须把
军队党的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始终
坚持以能打仗、 打胜仗为根本着眼点，
始终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方针，
始终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军队党
的建设， 不断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
化水平， 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
目标提供坚强思想和组织保证。

习近平指出， 搞好军队党的建设，
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 是军队
全部工作的关键， 关系到党的执政地
位， 关系到我军性质宗旨， 关系到部
队战斗力。 近年来， 全军各级贯彻党
中央、 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加强军队
党的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

习近平强调， 我军之所以能够战
胜各种艰难困苦、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 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
跟党走。 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
永远不能变， 永远不能丢。 军队党的
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 这也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根
本要求。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官兵， 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
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确保全军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指挥。

习近平指出， 军队党的建设必须
紧紧围绕能打仗、 打胜仗来展开， 成
为部队战斗力的增强剂和功放器。 要
强化战斗队思想， 把战斗力标准贯彻
到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 加强各级

党组织能力建设， 造就高素质干部队
伍， 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 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团结带领广大官兵坚决完成党和人民
赋予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强调，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
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党的建设必须高
标准、严要求，努力走在全党前列。要坚
持贯彻民主集中制，用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这个有力武器，严格落实党内生活制
度，着力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 要严肃

党的纪律，从严教育管理党员特别是党
员领导干部， 锲而不舍抓好作风建设，
坚决反对“四风”，旗帜鲜明反对腐败，
严肃查处违纪违法问题。

习近平指出， 现在， 党的建设面
临的社会条件、 党员队伍成分结构都
发生了深刻变化， 要继承我军党建工
作优良传统， 也要推进新形势下军队
党的建设创新发展。 要认真学习贯彻
落实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 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军队党的建

设特点和规律， 推进制度创新， 改进
方式方法， 不断增强军队党建工作的
时代感和科学性， 不断增强各级党组
织的创造力、 凝聚力、 战斗力。

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5日在京召
开。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 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主席一系
列重要指示， 分析军级以上党委机关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
研究大力加强各级党组织能力建设、
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措施办法。

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

不断提高军队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11月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亲切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哈尔滨11月6日电
11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黑龙
江同江、抚远、哈尔滨等地考察。

今夏， 黑龙江部分地区遭受
严重洪涝灾害， 近9万户群众的
房屋损毁或倒塌。 李克强来到受
灾最严重的同江市八岔赫哲族
村， 踩着泥泞湿滑的道路， 查看
村民房屋状况和越冬准备情况。
他对围拢来的群众说， 你们这里
洪灾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
同志作出批示， 省委、 省政府带
领大家奋力抢险救灾， 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 取得了抗洪救
灾的胜利， 没有因灾死亡一个
人。 他特别叮嘱当地干部， 这里
冬天冰天雪地， 最低温度达零下
40摄氏度， 要把排查工作做细
做深做到位， 看群众房屋安不安
全， 保暖程度够不够， 绝不能让
一个群众受冻， 使大家住得保
暖、 住得保险。 暮色渐浓， 李克
强走进安置受灾五保户和特困户
的银川乡幸福大院， 他对周围的
群众说， 党和政府惦记你们的冷
暖， 我们一起努力共度难关、 重
建家园。

农村改革是我国当前改革的
重要组成部分， 黑龙江松嫩平原
和三江平原是国务院今年批准的
国家首个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考察中， 李克强详细了
解改革进展包括整合涉农资金使
用、 健全重点水利工程规划实施
机制等情况， 与干部群众探讨破
解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和深层次矛盾。 他说， 农村
改革又到了新的阶段， 推进农业
现代化还得靠改革。 要着力创新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在坚持家庭
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在保护农
民合法权益、 尊重农民意愿的前
提下， 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等多种
方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以此为龙
头， 配套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 并带动金融和保险更好地支
持服务农业。

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
基地， 李克强要求， 要切实做好
秋粮收购工作。 并强调， 现代农
业要由现代农产品物流网络作支
撑。 要创新机制， 探索中央、 地
方和社会多方参与的收储、 流通
模式， 以更好地调控市场、 稳定
价格， 保障粮食安全， 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需求。

李克强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绝不能让一个群众受冻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国家统计
局6日在其网站上发布报告指出， 改革
开放以来的35年国民经济蓬勃发展，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1979年至2012
年，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8%， 同期
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2.8%。

国家统计局报告说， 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速都超过了
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亚洲“四小
龙”。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
界第十位， 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1978
年的1.8%， 提高到2012年的11.5%。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成为带
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

报告指出，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
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 按照
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 已经由低收入
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 这对于
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 人口

基数庞大的国家， 这样的进步确实难
能可贵。

“改革开放以来的35年， 是我国
历史上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 生活
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 报告指出。

报告说，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4%，2012年达到24565元；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5%，2012
年达到7917元。 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
年的67.8岁，提高到2010年的74.8岁。

国家统计局：

中国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

近期，美国主流媒体美国广播公司
（ABC）的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公然播出
一名儿童为美国政府停摆支招称“杀光
中国人”，令华人世界震惊。

迫于超过9万名美国华人在白宫请
愿网站要求美国广播公司道歉的压力，
10月30日该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吉米·
坎摩尔傲慢而无诚意的道歉姗姗来迟，
并称节目中言论只是“有趣”。

“杀光中国人 ”这句话 ，没有幽默
感，也并不有趣。中国人不缺少幽默，也

不是不懂美国文化，而是绝不能容忍以
一种看似幽默的方式对一个民族歧视
和轻薄。

在美国， 发表侮辱黑人和犹太人的
言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华裔力量
在美国实在薄弱，政治影响力不大，长期
以来歧视华人所付出的代价太小， 导致
美国媒体无所顾忌， 辱华言论一再出现
却被轻描淡写地带过。 美国媒体涉华报
道屡屡出现“傲慢与偏见”的背后，不仅
仅是文化的歧视， 更隐藏着复杂的政治
因素，也揭开了美国种族歧视的伤疤。

辱华言论当休矣！ 据报道 ，11月9

日，上万名华裔将在洛杉矶等20多个城
市发起大规模的全美华人游行，抗议美
国广播公司，要求其必须以新闻发布会
的形式对全球华人道歉， 对吉米·坎摩
尔作出解雇处罚，并杜绝此类事件再次
发生。

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美国的这种民
族歧视最终伤害的将是自己。如果美国媒
体对自己的国
家命运负责的
话， 道歉并停
止辱华言论是
最好的选择。

辱华言论当休矣
孟姣燕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彭彭）
新浪5日公布数据，全国（除港澳台
外）31个省级团委在新浪微博平
台上实现了大团聚， 成为我国首
个全面开微博的省级机构系统。

2011年1月，@广东共青团通
过新浪认证成为全国首个省级团
委微博， 拉开了省级团委微博发
展的序幕。此后，各省市区团委陆
续开通微博。

我国政务微博涵盖了多种政
务部门， 团委系统的微博一直处
于发展前沿。从规模来看，共青团

微博处于我国政务微博领先地
位；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陕西、
江苏、广西、辽宁、上海等地共青
团微博数量均超过1000个，领先
其他省市区。

共青团微博不仅在数量上有
大的飞跃，在形式上也顺应了政务
微博集群化发展的趋势, 形成了以
活动带微博、以公益为依托的运营
模式，主动利用微博策划活动，联动
政府部门、青年、企业。在微博的运
用上有了极大提升，为中国梦的塑
造，正能量的传递打下了良好基础。

31个省级团委微博落户新浪

11月5日， 一场由新
疆军区某陆航旅组织的
进攻战斗实兵演习在天
山南麓展开 。 超低空远
程机动、 隐蔽掠地飞行、
机降破袭渗透 、 空中布
雷……此次进攻战斗演
习由陆航力量主动担纲，
这在新疆军区尚属首次，
标志着我陆航部队作战
任务正由支援保障逐步
向主战突击转变 。 图为
演习中 ， 特战队员快速
机降。 新华社发

亮剑天山

据新华社广州11月6日电 6日上
午， 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 省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谢鹏飞， 因
涉嫌受贿罪在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
院由潮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检
察机关指控， 谢鹏飞涉嫌收受他人
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403万元、 港币
240万元、 美金21万元。

检察机关查明， 谢鹏飞2001年
至2012年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
书长兼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党组
书记期间，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其
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肇庆诗扬房地产有限公司郑少武
等人 （均另案处理） 谋取利益， 涉
嫌受贿事实共20宗。

此外， 谢鹏飞还为不少行贿人
职务升迁、 子女上学及工作打招呼
做安排， 收受了一定金额的贿赂。
该案目前尚在审理当中。

涉嫌受贿

广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
谢鹏飞受审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巴基斯坦一
家法院6日下令， 释放因牵涉2007年
一宗谋杀案而遭软禁的前总统佩尔韦
兹·穆沙拉夫。

因涉嫌在2007年执政期间下令
采取军事行动致死一名宗教极端派别
领袖， 穆沙拉夫先前被软禁在伊斯兰
堡郊区一座别墅内。 两天前， 穆沙拉
夫就此案获得保释。 他的律师交纳保
证金后， 法院下令释放他。

穆沙拉夫的律师西迪基表示，穆
沙拉夫已就所有牵涉他的案件获得保
释，他的行动已经不受任何限制。西迪
基要求，取消对穆沙拉夫的出境限制。

巴法院下令
释放穆沙拉夫

据新华社柏林11月5日电 德国
外交部长吉多·韦斯特韦勒5日向英国
驻德国大使发出约谈要求， 希望其就
英媒报道英国驻德国大使馆设有监听
设备作出解释。

英国 《独立报》 5日援引美国
“棱镜” 监听项目曝光者斯诺登披露
资料以及在德国首都柏林航拍照片报
道， 英国驻德国大使馆建筑顶层装有
一个类似帐篷的高技术设施， 该装置
疑为英国情报机构安装的监听设备。
《独立报》 还说， 英国情报机构在位
于全球的外交机构中均可能设有电子
监听设备。 此外， 美国、 英国、 加拿
大、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组成一个名为
“五眼” 的“监听联盟”， 分享信息。

英国被曝
对德国进行监控

新华社北京11月6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6日就郝平当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一事
表示， 中方愿继续深化与教科文
组织的合作。

洪磊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的。他
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
教科文组织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中方愿继续不断深化与教

科文组织的合作， 为维护世界和
平、消除贫困、促进文明对话和推
进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5日， 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上，中国教育
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执委郝平当选为新一届大会主
席，任期两年。这是该组织成立以
来中国代表首次获选这一职位。

中国代表首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

据新华社宜昌 11月 6日电
记者6日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
华鲟研究所获悉，一组“子一代”
中华鲟通过全人工繁殖， 成功产
下受精卵15万余粒。此次繁育成
功， 标志着我国中华鲟全人工繁
殖体系的全面成熟， 也为珍稀鱼
类提供了新的保护和繁殖模式。
今后， 中华鲟可以在该项技术的
保障下永续生存。

11月1日， 中华鲟研究所在
三峡坝区对一组“子一代”中华鲟

成功实施了人工受精， 获受精卵
15万粒。5日上午11时， 第一尾
“子二代”中华鲟鱼苗准时破卵而
出。截至6日上午11时，24小时内
已有2万余尾鱼苗陆续出生。

据悉这是自2009年以来，中华
鲟研究所第5次成功实施中华鲟全
人工繁殖。从利用野生中华鲟人工
繁殖培育“子一代”中华鲟，到通过
“子一代”中华鲟连续多年成功繁育
“子二代”中华鲟，标志着我国中华
鲟全人工繁殖体系的全面完备。

全人工繁殖技术体系全面完备
中华鲟可永续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