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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祖国边疆的内蒙古阿尔山，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迎风踏雪慰问在边防线上巡逻执勤的官兵。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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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28日电 春晖万里
沐边关， 深情厚爱暖兵心。 马年春节来临之
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6日专程来到内蒙古军区边防某
部，走巡逻线路，登观察哨所，进连队班排，亲
切看望慰问戍边官兵，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 向在祖国边海防坚守战斗岗位的
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问候， 向解放军和武警
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新春祝福。

26日清晨， 习近平从北京乘飞机直飞
1000多公里外的内蒙古阿尔山市。10时许，
习近平一下飞机，就冒着零下30多摄氏度的
严寒，迎风踏雪驱车赶往边防线。抵达阿尔
山口岸， 习近平提出要走一走边防巡逻路，
看一看一线执勤官兵。

车队沿着边防某团一连的巡逻路一路
前行，在离国界线2.5公里的地段，远远看到
一队官兵驾驶摩托雪橇在冰雪路上巡逻，习
近平吩咐就近停车。下车后，他踩着厚厚的
积雪向官兵走去。当官兵们看到军委主席来
到自己面前，惊喜万分。带队干部立即整队，
向习主席报告。此时，另一支小分队骑马巡
逻经过这里， 看到习主席正在同战友们交
谈，大家收拢队形，跳下战马，迅速围到习近
平身旁。

习近平一边查看巡逻装备，一边了解执
勤情况。看到官兵们的脸上、眉毛上、防寒面
罩上满是霜花，习近平关切地询问寒冷的天
气适不适应，每天要巡逻多少小时、走多少
公里，官兵们精神饱满，一一作答。习近平十
分高兴，称赞说，你们战风雪、斗严寒，穿行
在林海雪原，巡逻在边防线上，我很受感动。
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看望慰问巡逻官兵后， 习近平乘车前往
三角山哨所。沿着58级陡峭的台阶，顶着凛冽
的寒风，习近平登上哨所。在哨所楼前，带班
的连队指导员王磊指着一棵樟子松， 向习主
席报告了“相思树”的故事。30年前，老连长在
巡逻途中突遇山洪，为营救战友壮烈牺牲，他
的妻子栽下这棵松树， 把心中的思念留在了
丈夫生前的岗位上。听完故事，习近平十分感
动，嘱咐要照顾好烈士的亲属子女。习近平走
进哨所，仔细察看执勤设施和内务设置，在观
察登记本上签下名字，动情地对执勤哨兵说：
“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岗。”得知哨所连

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单位，年年圆满完成任务，
习近平勉励他们牢记职责，再接再厉，为祖国
站好岗、放好哨、守好边。

离开哨所， 习近平乘车前往连队驻地。
官兵们听说习主席要来看望，在宿舍楼前排
好整齐的队伍，欢迎习主席到来。在宿舍楼
二楼情况室，连长宝林向习主席汇报了连队
建设和边境管控情况。随后，习近平视察了
连队学习室、活动室和官兵宿舍。

不知不觉午饭时间到了， 习近平来到
连队食堂， 同官兵一样拿起餐盘， 在自助
餐菜台上打好饭菜， 同战士们一起用餐。
他边吃边同战士们拉起了家常。 习近平听
到战士们到部队后都有了很大进步， 感到
十分欣慰。 室外冰天雪地， 屋内暖意融融，

战士们脸庞涌现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幸福。
离开食堂时， 习近平夸奖连队的伙食很好。
他语重心长地对炊事班的战士说， 希望你
们不断提高厨艺， 让执勤归来的战友能吃
上可口的饭菜。

午餐后，习近平高兴地同全连官兵合影
留念。他深情地说，你们战天斗地，爬冰卧
雪，戍守边关，确实很不容易，体现了边防军
人的报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有你们站岗放
哨，全国人民都觉得很踏实，可以集中精力
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上去。我为英雄
的戍边官兵感到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要求大家坚守战斗岗位，履行光
荣使命。他强调，为了祖国和人民和平安宁，
必须建设巩固的边防。 作为新时代戍边军

人，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习近平希望大家深
入学习贯彻强军目标， 抓好思想政治建设，
坚定理想信念，弘扬“北疆卫士”精神，坚决
听党的话、跟党走，矢志扎根边防、守卫边
防、建功边防。坚持执勤训练一体化，提高管
边控边能力，有效履行卫国戍边职责。发扬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密切官兵关系、兵兵
关系，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把连队建成坚不可摧的战斗
集体。认真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军
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为促进边疆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习近
平要求各级关爱边防官兵，千方百计为他们
排忧解难，为官兵成长进步和履行职责创造
良好条件。

习近平春节前夕冒严寒踏冰雪慰问边防官兵

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据新华社曼谷1月28日电 泰国看守政府
副总理蓬贴28日在与选举委员会成员举行会
议后宣布， 2月2日大选将如期举行。 同日，
反贪污委员会决定对看守总理英拉是否在大
米收购项目中存在渎职行为进行调查， 如果
罪名成立， 可能将对英拉发起弹劾。

英拉当天上午在陆军俱乐部参加内阁会
议， 并于下午2时在同一地点会见选委会成
员们， 就是否推迟大选进行探讨。 在政府与
选委会举行会议期间， 数百名示威者包围并
试图冲击陆军俱乐部。 随后示威人群中响起
枪声， 两名示威者中枪受伤。

同日， 泰国反贪委员会在会议后决定成
立调查小组， 对英拉在大米收购项目中是否
存在渎职行为进行调查， 并将在一个月内得
出结论， 届时反贪委可能将提出针对英拉的
弹劾案。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27日电 当您打
开手机游戏《愤怒的小鸟》，准备用小鸟砸
猪头时， 来自美英情报部门的间谍软件也
许正在悄悄窃取您的个人隐私信息。据《纽
约时报》27日报道，《愤怒的小鸟》与谷歌地
图等热门手机软件已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局
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收集目标。

根据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
斯诺登泄露的数十份机密文件， 美国国家
安全局与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早在2007年
就开始联手从数十款手机软件中收集用户

信息。两家机构还交换了具体的收集方法，
如目标使用谷歌地图时如何获取其地点信
息， 用户在社交网站上发帖时如何获取其
通信录、好友名单、通话记录等。

尽管目前不清楚这种数据收集的规模
有多大， 但文件显示两家机构把iPhone手
机和安卓手机视为收集情报的“丰富资
源”。收集的用户信息除了地点、年龄、性别
等， 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政治倾向与性取
向等敏感问题。

最让人惊讶的是，看上去与情报无关的

《愤怒的小鸟》成为两家情报机构的目标。英
国政府通信总部2012年一份20页的机密报
告记录了如何利用这款手机游戏收集用户
信息的方法。《愤怒的小鸟》是芬兰罗维奥公
司（Rovio）的作品，迄今下载量已超过10亿
次。该公司表示，对美英情报机构利用《愤怒
的小鸟》收集情报一事毫不知情。

对手机软件成为情报收集目标一事，美
国白宫发言人卡尼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美国国家安全局只对收集有价值的国外情报
信息感兴趣，不收集普通美国人的信息。

美英疑借“愤怒的小鸟”搜情报

冰火
两重天

▲今年冬天，美国本土近三分之二的地区遭遇极寒天
气。27日，位于美国中部的“风城”芝加哥迎来又一波寒流。
图为1月27日拍摄的美国芝加哥的密歇根湖。

荩近期，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北方降雪
少，南方大部分省区旱情严重，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图为1月24
日，消防队员在扑救贵州省福泉市内的一起山火。 新华社发

泰国大选不推迟
反贪委将调查英拉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蔡矜宜）2014年“直通”东京
世乒赛国乒选拔赛今天在江苏镇江落幕，张继科、李晓
霞分别获得男、女队第一名，成功抢到首批“直通”门票。

本次男队选拔赛采取大循环赛制，同为9胜1负的
马龙和张继科在选拔赛大循环最后一轮相遇， 将循环
赛变成了“决赛”。最终，张继科以3比1战胜马龙，凭借
10胜1负的战绩获得男队第一个“直通”资格。

在女队的争夺中， 慢热型的李晓霞首日比赛连
续输给木子和文佳。27日的比赛结束后，19岁小将
朱雨玲以10胜1负位居第一位， 李晓霞和冯亚兰同
为9胜2负。28日，尽管李晓霞以两连胜完美收官，但
她还是仰仗刘诗雯“帮忙”战胜19岁小将朱雨玲，才
最终凭借相互胜负关系力压朱雨玲， 拿到女队第一
阶段选拔唯一一个“直通”资格。

第52届世乒赛将于4月28日至5月5日在日本东
京举行，中国队将公开选拔男女各5名选手参赛。

张继科李晓霞
“直通”东京世乒赛

据新华社长沙1月28日电 上市公司酒鬼酒在
经历了2012年“塑化剂风波”重创后再次引发社会
关注，酒鬼酒28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1亿元存款
在2013年12月被盗取。目前，酒鬼酒公司已经报案，
公安机关已经受理并进行侦查。

酒鬼酒公司称，2013年11月29日， 公司子公司
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杭州分行
华丰路支行开立了户名为“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
司”的活期结算账户，其后共计存入1亿元人民币存
款。近日，酒鬼酒通过农行华丰路支行给酒鬼酒供销
公司提供的《账户变动情况明细表》及酒鬼酒供销公
司的初步了解，2013年12月10日、12月11日，一名嫌
疑人在酒鬼酒供销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先后向上述
账户存现200元、300元，同时，该嫌疑人于12月11日
通过银行柜台转取了上述账户中的3500万元存款。
12月12日，同一嫌疑人又向上述账户存现500元，同
时又通过银行柜台转取了上述账户中的3500万元
存款；12月13日，同一嫌疑人还在银行柜台将上述账
户中的3000万元存款汇出。目前，酒鬼酒供销公司
上述账户余额仅剩1176.03元。

酒鬼酒亿元存款被盗取
公司发布公告称已报案

据新华社杭州1月28日电 记者从浙江省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了解到，28日早上发生在舟山市岱
山县的外籍油轮爆燃事故已致7人死亡。

1月28日7时20分许，一艘停靠在岱山县海舟修
造船有限公司B船坞维修的印度籍油轮“橡树号”，
在清仓检修过程中发生爆燃事故，船舱内有7名作业
人员被困。截至目前，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搜救出，经
确认均已死亡。遇难者均为中国人。

浙江发生油轮爆燃事故
已致7人死亡

据新华社郑州1月28日电 来自河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的消息，1月28日上午，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
法院对摔婴的林州市警察郭增喜进行一审宣判，认
定其故意伤害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本月21日在文峰区法院进行的公开开庭审理
中，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7月18日
晚，在林州市长安大道皇冠娱乐会所附近，酒后准备
去歌厅唱歌的林州市公安局警察郭增喜突然抢走路
人李某夫妇怀中7个月大的女婴，摔在地上，致使其
头部受伤。经鉴定，女婴的损伤已构成轻伤。

河南林州“摔婴警察”
一审获刑3年

（上接1版①）
湖湘文化的精髓就是“敢为人先”。但客观

讲，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湖南在全国带
有原创性、探索性、带动性的改革不是很多，相
反， 作为内陆省份的封闭保守思想在我省一些
地方、一些部门和一些干部中还时常有所体现，
很多时候束缚了我们改革发展的手脚。 在新一
轮改革中，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大胆
探索，敢于先行先试，敢于负责担当，以不计利
益、不计得失的胸怀，以敢于“亮剑”的勇气全面
深化改革，决不能输在新的起跑线上。要以改革
闯出新路子，赢得新优势，开创新局面。

目前，改革步入深水区，啃的是调整利益
格局、打破利益固化藩篱等“硬骨头”。对于许
多部门和单位而言，很多改革是革自己的命、
削自己的权、去自己的利。我们一定要有自我
革新的勇气和胸怀，善于站在全局看问题，不
翻老黄历，不找旧惯例，不打“小算盘”，跳出
自身利益的“小圈子”、“自留地”，以宽广的眼
界审时度势，以长远的眼光权衡利弊，自觉做
到个体服从整体、局部服从全部，带头落实各
项改革措施，促进改革的顺利进行。

改革蓝图已经绘就 ， 关键在于狠抓落
实。 全省各地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增强紧迫感
和责任感， 把贯彻落实中央 《决定》 和省委
《实施意见》 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动员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 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决策和部署上来， 把智慧和力
量凝聚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实践上来， 以
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更有效的措施和办
法，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战， 努力在新
的历史起跑线上抢占先机， 赢得主动、 赢得
优势、 赢得未来，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
创湖南改革发展新局面、 谱写中国梦的湖南
篇章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

（紧接1版②）目前，30项关键共性技术项目已全部启动
研发攻关，承担攻关任务企业已累计投入研发经费3.7
亿元。百项重点新产品已进入验收阶段，承担企业已累
计投入研发经费12.54亿元，申报发明专利291项，获取
省市科技成果奖39项，新增产值44.4亿元。百项重点专
利转化中，企业自有专利30个转化项目已完成投资8.8
亿元，当年实现销售收入7.2亿元。

我省加大关键技术推广，其中湖南航天“高效节能
微波高温烧结连续辊道窑炉”和湘计海盾“复杂环境高
可靠光纤压力传感技术”列入工信部重点推荐目录；39
家企业被工信部认定为“工业企业知识产权培育工程”
试点企业；红太阳光电科技、金码智能等项目，获国家
物联网发展专项资金支持。2013年我省新增6家国家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4家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

（上接1版③）
春节期间，省气象局表示将加强天气监测，重点做好寒潮、大风、雾、

霾、雨雪冰冻等灾害性天气过程的监测和预报，同时全力做好应急准备
工作，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预报预警信息。

防范雾霾，谨慎用火
气象专家提示，初一至初三，省内天气以晴为主，适宜探亲访友和户

外活动，但雾、霾天气偏重，需加强防范低能见度及污染物对出行活动、
交通安全、人体健康等的不利影响。

与此同时，春节假日前期气温偏高、降水偏少，地物干燥，森林、城市
火险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森林火灾及公众用火安全管理。相关部门需
加强节日期间特别是除夕和初一的烟花炮竹燃放数量控制和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

初六至初七冷空气补充影响期间，大家要及时添加衣物，并加强防
范雨雾天气道路湿滑、能见度低对交通出行（返程）造成的不利影响。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春节前夕， 党和国家领导
人分别看望或委托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看望了江泽民、胡
锦涛等从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
军委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老同志，向老同志们致以亲切
的节日问候，衷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 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锐意进取、攻坚克难，扎实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举措，以改革促发展、促开
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央领导同志
看望老同志

据新华社基辅1月28日电 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
28日接受了总理阿扎罗夫当天早些时候递交的辞呈，
并于当天签署了关于总理辞职和解散政府的总统令。

乌克兰总统府新闻办公室网站发布的消息说，
根据宪法第115条的规定，整个内阁应随着总理辞职
而解散，因此总统解散了政府。不过，根据宪法第115
条第5款的规定，总统责成内阁在新一届政府组成前
继续履行职责。 乌克兰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是在
乌政府去年11月21日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
定之后爆发的，迄今已历时两个多月。

乌克兰总统批准
总理辞职并解散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