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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12月3日电 四川省纪
委3日晚通报，近日，经四川省委批准，
省纪委决定对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
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

雅安市委原书记
徐孟加被立案检查

卡梅伦：
上海商务旅客
赴英可“一天签证”

据新华社上海12月3日电 英国首
相卡梅伦3日在此间表示， 英中伙伴关
系“不可或缺”， 英国支持中国与欧盟
开展自贸协定谈判， 英国将对来自上
海的中国商务旅客实施“一天签证”。

在有上百家中英企业参加的商务
午宴上，卡梅伦用“大白话”向中国企业
发出邀请：“你们已经在英国投资的，多
投一点吧！ 如果你们还在思考，就来看
看吧，肯定会受到热烈欢迎。 ”

他透露， 几个月之后， 中国商务
旅客从上海申请前往英国， 一天之内
即可获得签证。

卡梅伦叮嘱英国企业“要用双手
紧紧地抓住中国机遇”。 他说， 近30年
来， 中国经济每八年翻一番， 中国巨
大的脱贫人口是世界范围内前所未有
的； 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接近六亿， 相
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 中国每年要让
1300万人进入城市。 “把这些事实和
数字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据新华社东京12月3日电 正
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拜登3
日晚在东京呼吁中日两国构筑危
机管理机制。

拜登当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举行会谈。 拜登在随后举行的
联合记者会上说，中日两国有必要
构筑危机管理机制和富有成效的
对话渠道， 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避免因误判引发的冲突。

当天，拜登与安倍还就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日韩
关系、驻日美军基地迁移等问题交
换了意见。

日本媒体说，日本政府原计划
在拜登访日之际，就共同要求中国
撤回防空识别区达成书面共识，但
美国方面并未回应。

拜登2日晚抵达日本，将于4日
上午前往中国，此后还将访问韩国。

拜登呼吁中日构筑危机管理机制

据新华社莫斯科12月2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2日签署总统令，
根据该命令，俄罗斯将执行联合国
安理会今年3月通过的第2094号
决议，对朝鲜实施制裁。

根据俄罗斯国家法律信息官方

网站当天公布的总统令， 俄罗斯禁
止境内所有机构、 组织和企业向朝
鲜提供有关制造弹道导弹的一切技
术和咨询， 禁止拒绝接受检查的朝
鲜船只停靠俄罗斯港口。 总统令还
列出朝鲜从事核计划的人员名单。

普京下令制裁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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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耿雁生3日就我划设东海
防空识别区发表谈话：

2013年11月23日， 中国政府公布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 这是中国保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的必要举措，
也有利于维护国际空域飞行安全， 符
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东海防空识别
区公布以来， 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民
众的理解认同， 但也存在一些误解误

读， 甚至歪曲抹黑。 在此， 我代表中
国国防部就外界关注的若干问题予以
说明。

有的把防空识别区说成是领空，
诬称中方侵犯他国权益； 有的把防空
识别区等同于禁飞区， 指责中方严重
妨碍飞越自由。 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
的。 防空识别区与领空和禁飞区有本
质区别。 它不是一国的领空， 而是在
领空外国际空域划设的识别和预警范

围； 它不是禁飞区， 不会影响他国航
空器依国际法享有的飞越自由。

有的说中方要求通报飞行计划的
做法与众不同， 极个别国家政府甚至
向其民航公司施压， 要求不向中方通
报飞行计划。 防空识别区划设国如何
要求别国进行通报， 国际上没有统一
标准。 许多国家都要求飞经其防空识
别区的航空器提前通报飞行计划， 中
国的做法不是特例。 实际上， 东海防

空识别区公布以来， 大多数飞经该空
域的航空公司都向中国民航部门通报
了飞行计划， 即使是日本的一些航空
公司也进行了通报。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东海防空
识别区是安全区而不是风险区， 是合
作区而不是对抗区。 我们愿与有关各
方积极沟通协调， 共同维护飞行安全，
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十五届大会
当地时间2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召
开。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邀向大
会发表视频贺辞。

李克强首先代表中国政府祝
贺大会召开。 他表示， 本届大会
“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 这一
主题， 正是各国面临的重大紧迫
课题。 要实现包容和可持续的工
业发展， 重点是促进发展中国家
提高工业化水平、 改善人民生活，
使更多人减贫。 同时必须走新型

工业化之路， 更加注重资源节约
和环境保护、 发挥人力资源作用、
管理创新与技术进步， 努力实现
转型发展、 绿色发展， 使全球工
业在发展中升级， 在升级中发展。

李克强指出， 中国将继续坚
持发展和民生优先， 进一步坚定
不移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实施
创新驱动， 优化产业结构， 立足
国情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政
府将大力支持工发组织的工作，
共同探索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推动包容与可持续的工业发展。

李克强：
探索走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国防部就我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发表谈话

是安全区而非风险区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 “雪龙” 号经过连续三昼夜的艰难破冰， 终于穿过普里兹湾复杂的 “浮冰迷宫”， 于
当地时间2日晚顺利抵达中山站外陆缘冰地带， 首批15名考察队员飞抵中山站。 图为12月2日，“雪鹰12号” 直升机载着15名
首批考察队员飞往中山站。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为
统筹推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 国务院近日印发了 《全国
资 源 型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规 划
（2013-2020年）》 （以下简称
《规划》）。 这是我国首次出台关于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家级
专项规划， 是我国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一件大事， 对于维护国家能
源资源安全、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

镇化、 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
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在系统总结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经验和全面掌握我国资源型城
市基本情况的基础上， 《规划》
首次界定了全国262个资源型城
市， 并根据资源保障能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差异， 将资源型城市
划分为成长型、 成熟型、 衰退型
和再生型四种类型， 明确了不同
类型城市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

我国首次界定262个资源型城市

据新华社青岛12月3日电 据
“11·22” 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
漏爆炸事故现场指挥部消息 ，

“11·22” 事故最后一名失踪人员
已找到， 事故共造成62人死亡。

最后一名失踪人员找到

“11·22”事故共造成62人死亡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
心3日揭牌， 国家应急广播社区网
站 （cneb.cnr.cn） 同时上线， 这

标志着我国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进
入全面建设阶段。 2015年年底前
我国将实现各类灾害预警通过国
家应急广播体系实时发布。

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揭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记
者3日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了
解到， 为规范婴幼儿配方乳粉生
产经营活动， 加强婴幼儿配方乳
粉质量安全监管， 食品药品监管
总局日前发布 《关于禁止以委托、
贴牌、 分装等方式生产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公告》。

公告明确， 婴幼儿配方乳粉
生产企业不得接受其他单位和个
人委托， 为其生产婴幼儿配方乳
粉。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合
同或者约定， 委托婴幼儿配方乳
粉生产企业为其加工、 制作婴幼儿
配方乳粉。

公告指出，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
产企业不得在国内生产其仅在境外
注册商标和企业名称、地址的婴幼儿
配方乳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购
或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直接进行装
罐、装袋、装盒，或者改变包装、标签
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公告还明确，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企业不得使用
除牛、羊乳及其乳粉等以外的其他动
物乳和乳制品生产婴幼儿配方乳粉。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禁止委托、贴牌、分装
生产婴幼儿乳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最
高法院日前印发了 《关于纠正节
日不正之风的“十个不准” 规
定》， 要求各级法院坚决刹住节日
期间的奢靡浪费之风， 构建起节
日纠风工作的长效机制。

根据“十个不准” 规定要求，
各级法院及全体法院干警在节日
期间， 不准以过节名义滥发实物、
现金及支付凭证； 不准用公款购
买、 印制、 邮寄、 赠送贺年卡等
物品； 不准用公款购买烟花爆竹

等年货节礼； 不准用公款大吃大
喝、 游山玩水； 不准收受可能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 礼金、
支付凭证等财物； 不准参加可能
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旅游、
健身、 娱乐等活动； 不准违规使
用公车或者将公车外借他人使用；
不准向案件当事人及其委托人借
车用于探亲访友或外出游玩等活
动； 不准跑官要官、 买官卖官；
不准从事与法院工作人员身份不
相符的活动。

刹奢靡浪费之风
最高法院出台“十不准”

据新华社曼谷12月3日电 泰国
反政府示威者3日获警方同意， 进入
总理府和曼谷警察局短暂停留后撤
出， 持续的对峙局面暂时得以缓解。
总理英拉号召各界努力恢复国家平
静，共庆国王生日，并邀请学者、商界
人士及反政府示威者参加“人民论
坛”，商谈国家出路。

英拉3日晚上发表电视讲话，对
局势缓和表示高兴。她说，目前首都
曼谷的局势虽然还未完全恢复正常，
但已向好的方向迈进。她希望各界齐
心协力为普密蓬国王庆祝生日。

英拉在讲话中还邀请泰国学者、
商界人士、反政府示威者及其他各界
人士参加“人民论坛”，共同商谈国家
出路，解决社会分歧。

3日上午，泰国警方宣布，为避免
发生更多冲突，不再阻拦示威者进入
总理府和曼谷警察局，警方还主动移
开路障。上千名示威者随后进入上述
两个地点， 并在短暂停留后全部撤

离。
反政府集会方视当天进入总理

府的行动为阶段性胜利，并于下午宣
布，从4日8时起，民主纪念碑的集会

地点将被装饰成庆祝泰国国王生日
的舞台。 但集会领导人素贴表示，举
办庆祝活动并不代表反政府示威结
束，与“他信体制”的战斗还将继续。

泰国局势暂时缓和 英拉号召共庆国王生日

图为12月3日，在曼谷，一名反政府示威者拥抱一名防暴警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