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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小丘因为母亲的医药费被盗而忧心
忡忡，陈立文发动战友为小丘家中捐款7000余
元，缓解燃眉之急。 战士小张担心勤务重复习
时间少，错过最后一次考学机会，陈立文就主
动帮小张分担一班岗，并买了一盏充电台灯供
他晚上学习。

广东边防总队第七支队五中队一班班长
陈立文，身先士卒，爱民如己，科学带兵，任班
长6年先后带出50余名训练尖子， 其中23人立
功受奖。

身先士卒是他带兵的第一个“法宝”。
2008年3月， 驻地附近一所简易民工房突

然起火，由于地处山区，消防队一时无法赶到
现场。 大火眼看就要蔓延到旁边的一个煤气
罐，若不及时抢出，煤气罐受热爆炸后果不堪
设想。

“把毛巾弄湿捂住嘴和鼻子，跟我上。 ”陈
立文带领两名战士一头冲进火场，猛地扯掉煤
气罐上已经烧着的胶管，将随时可能爆炸的煤
气罐扛出。 随后，又和战友一起安全转移一名
女民工及其小孩，避免了重大事故发生。

任班长以来，陈立文先后带领战士圆满完

成奥运、亚运、大运安保，以及抗洪、抗冰、救火
等重大任务，解救遇险群众30余人，协助公安
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21
名。

爱民是他感召战友的第二个“法宝”。
他多次组织战友们捐款，为身患重病且经

济困难的学生李红捐款；数年如一日资助另一
对家境贫寒的姐妹读书；放弃节假日照顾患病
的孤寡老人。

今年3月， 陈立文关注到深圳媒体正在发
起帮助地中海贫血儿童行动，立即和战友发起
“爱心血库”行动，用自己的新鲜血液为“地贫
儿”延续生命。 他的倡议还得到七支队官兵的
热烈响应和支持，数千官兵成为给“地贫儿”捐
血的主力军。

科学引导是陈立文带兵的第三个“法宝”。
练兵时他把最拿手的 “三拳两棍一术”教

给战友，考核方法也很简单：会不会，对一对；
精不精，打一通。 脱颖而出者，最后和班长过
招，打不过陈班长的，下去再练。 任班长6年，陈
立文先后为支队、总队比武队输送50余名军事
人才。 （据新华社深圳4月24日电）

南海浩瀚辽阔， 蔚蓝清澈。 然而， 最
近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不仅针对中国固
有领土黄岩岛制造事端， 一再挑衅， 而且
竭力引外部势力介入， 企图借助外力谋取
私利， 把南海的水搅浑。

眼下， 由菲律宾骚扰我渔民在黄岩岛
海域正常作业引起的中菲船只对峙已经持
续半个月 。 尽管中方一再呼吁保持克制 ，
避免事态升级 ， 菲律宾方面却置若罔闻 ，
一方面继续向黄岩岛海域增派舰船， 另一
方面大打 “悲情牌 ”， 试图在国际上寻求
“支持 ”。 除与美国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 、

试图把所谓的 “领土争端” 提交国际法庭
外， 菲律宾外长还在华盛顿大放厥词， 宣
称 “中国是很多国家的威胁”， 要求有关国
家 “选边站”。

菲律宾的用心非常清楚，就是想在黄岩
岛争议上尽最大可能借助外部势力来给自
己“助阵”，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和国际化，
从而达到混水摸鱼，把无论从历史上还是法
理上都不属于自己的领土据为己有。

众所周知， 黄岩岛及周边南海海域自
古以来属于中国。 菲律宾对黄岩岛的领土
要求， 不仅毫无根据， 而且自相矛盾。

菲律宾试图借助外来势力， 一个重要
原因是美国等近年来对南海问题表现出异

乎寻常的热情。 美国高调宣布将战略重心
全面东移亚太 ， 以所谓 “保护航行自由 ”
为由积极介入南海争端， 使个别国家有恃
无恐 。 然而 ， 菲律宾向黄岩岛派遣军舰 ，
强行登临我渔船检查， 挑起事端， 导致该
海域安全受到切实威胁。 其所作所为， 连
它自以为 “后台” 的美国都不以为然， 希
望菲律宾通过 “对话解决争端”。

俗话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 在国际
争端中， 借助外部势力为自己撑腰， 不仅
不能化解危机， 反而适得其反。

黄岩岛事件发生后， 中国政府多次向
菲律宾方面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菲方停止
制造事端， 恢复该地区该区域的和平安宁。

但是中国的善意和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争端的意愿， 切不可被误读为中国软弱可
欺。 有关方面应该清楚， 黄岩岛事关中国
领土主权， 中国政府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
决心是坚定的， 毫不含糊的。

菲律宾是中国的近邻， 两国在经济等
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 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希望菲方以大局为重， 恪守两国达成的不
采取任何可能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行动
的共识， 不再采取使事态升级的行动， 为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和双边关系发展作出努
力。 任何借拉外部势力来搅浑南海之水的
企图， 都是不明智的， 也是不会得逞的。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菲律宾“挟洋自重”难得逞
新华社记者 江亚平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4月24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24日在斯德哥尔摩与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举
行会谈。

温家宝表示， 瑞典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 ， 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
略， 愿在政策对话、 机制建设、 务实合作以及国际
多边领域同瑞方开展长期、 全方位合作； 瑞典是欧
盟最具创新力的国家， 中方将采取具体举措， 支持
本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同瑞方加强创新合作， 推动实
施一批重点项目； 中方欢迎瑞方在现代制造业、 高
新科技、 服务业、 农业等领域扩大对中国尤其是中
西部地区投资， 中国政府鼓励更多本国企业到瑞典
发展， 希望瑞方推动欧盟尽早同中国启动投资协定
谈判； 双方要进一步扩大在教育、 文化、 旅游等领
域的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相互了
解和友谊。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4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2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瑞典首相赖因
费尔特共同出席斯德哥尔摩＋40可持续发展伙伴论
坛部长对话并发表演讲。

据新华社华沙4月25日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当地时间25日中午乘专机抵达华沙， 开始对波兰进
行正式访问。

温家宝
会晤瑞典首相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胡祖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 任命余欣荣为农业部副部长； 任命赵树丛为国
家林业局局长； 任命李捷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 任命任正晓为国家粮食局局长。

4月25日， 参加中俄海上联演实兵演练的中、 俄舰艇编队进行联合防空、 联合补给、 联合
反潜等多项课目的演练。 图为直升机准备在 “哈尔滨” 舰飞行甲板上起飞。 新华社发实兵演练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有关负责人已带领
两个工作组分赴河北、 浙江等地， 听取当地 “问题
胶囊” 事件蔓延和发展情况， 并与当地检察机关共
同研究介入事件调查， 开展深挖事件背后执法监管
人员渎职等职务犯罪工作。

“问题胶囊” 事件发生后， 最高人民检察院有
关领导当即指示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及时掌握情
况， 关注事态发展， 派员督办事件背后的渎职等职
务犯罪案件，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25日说，截
至3月底， 国家试点的1914个新农保试点
县、1902个城居保试点县和4个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保人数达到3.43亿人，其
中达到领取待遇年龄人数9542.8万人，加上
地方自行试点县， 总参保人数达到3.76亿
人，其中达到领取待遇年龄人数1.07亿人。

尹成基介绍一季度社会保障工作时

说， 新农保和城居保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16个省份已经实现制度全覆盖，10个省份
统一实施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此外，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继续提高。 我
国连续第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待遇， 预计调整后月人均养老金为1700
元左右。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提高
到人均240元，居民医保住院医疗费用支付
比例和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也得到提高。

尹成基说， 下一步要继续扩大社会
保险覆盖范围， 今年要实现新农保和城
居保制度全覆盖； 要继续提高各项社会
保险待遇水平， 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提高到年人均240元， 相应调整居民个人
（家庭） 缴费水平， 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
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普遍达到70%。 此
外， 社会保障卡全年增发1.5亿张， 持卡
人数达到3.4亿人。

我国连续第8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待遇

人均养老金将达1700元

据新华社广州4月25日电 一直备受
瞩目的南方科技大学日前被教育部批准
建立。又一次成为关注焦点的校长朱清时
25日表示， 教育部批准南方科技大学建
立，只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下一步
是将改革试验进行到底。

2009年6月， 经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同
意，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
受聘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 2010年12
月18日，南科大在未获得教育部批准招生
情况下举办首场招生咨询会，现场异常火
爆。 2011年3月1日，南科大正式开学，46名
新生报到。 同年6月，南科大首批入学的学
生除1名退学外，其余全部放弃高考。

朱清时曾提出南科大 “自主招生 、

自授文凭” 的 “双自主” 改革方向 。 他
说， 自主招生的好处就是能重点考察学
生的能力， 而不是分数； 而自授文凭则
将是中国大学改革的必由之路。

在他的创新教育理念下，南科大在院
系设置方面摒弃了传统的学科管理体制。
南科大采用“部所”学科管理架构，这是开
放的学术组织机构，没有院系，也没有行
政机构。 在学校的学术组织中设置理学
部、工学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置经

管学部、人文学部，同时建设几十个研究
中心（所），以它们支撑各种课程。

与此同时，朱清时力主大学“去行政
化”改革。 在该校公布的管理暂行办法中，
“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原则被写入总则。

朱清时25日通过南科大官网表示，南
方科技大学将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求真
务实、改革创新、追求卓越”的建校精神，
进一步确定新机制、谋划新发展，为建立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断探索。

最高检督办“问题胶囊”
所涉职务犯罪

老班长陈立文的带兵“法宝”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范丽青25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 中国对南
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海
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

在回答有关两岸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南海
的问题时， 范丽青作上述表示。 她说， 记者所
提到的两岸共同开发南海， 是个好主意。

另在回答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时， 范丽青
表示 ，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
土， 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

据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范丽青说， 只要
民进党有任何放弃 “台独” 立场的努力， 大陆
方面都将作出正面回应。

在应询评论民进党主席候选人近期一些有
关两岸关系的言论时， 范丽青表示， 两岸关系
的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利益， 尤其是符合
台湾同胞的利益， 得到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支
持。 “台独” 不符合台湾同胞的根本利益， 也
违背两岸关系发展潮流， 是没有出路的。

国台办：

两岸都有责任
维护南海主权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4月25日， 针对媒体曝光部分杭州蜜饯生
产企业涉嫌过量使用添加剂， 并为来伊份、 百
味林等知名品牌代加工的情况， 上海工商部门
对全市连锁超市、 大卖场和来伊份门店进行了
检查， 要求暂停销售并下架封存被曝光的 “问
题蜜饯”。 新华社发

“问题蜜饯”下架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4月24日电 包括两名中
国籍在内的联合国监督特派团先遣队一行4人
24日晚从黎巴嫩陆路抵达大马士革， 他们来自
联合国驻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

先遣队成员张甫和来自兰州军区的赵鹏表
示， 期待能够在叙利亚成功履行使命。

首批中国籍
联合国观察员抵叙

将教育改革试验进行到底
南方科技大学获准建立

■新华时评

据新华社太原4月25日电 25日上午 ， 长治公
考舞弊案在长治市郊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长治市
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 公务员管理科原科长吉新瑞
犯招收公务员徇私舞弊罪、 受贿罪， 二罪并罚， 分
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1年零6个月； 递补考生家长
贾志红犯行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 缓期
两年执行； 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健康体检科原
主任韩玉梅、 原检验师杨文芳犯招收公务员徇私舞
弊罪， 判处韩玉梅有期徒刑1年， 杨文芳有期徒刑6
个月， 缓期1年执行。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25日电 巴基斯坦军
方25日发表声明称， 巴基斯坦当天成功发射了
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 并成功击中海
上预定目标。

声明说， 此次发射的导弹是 “沙欣-1” 型
导弹的升级版， 在射程和技术参数方面有所提
升 。 该导弹具有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的能
力。 但是声明并未提及试射导弹的具体地点。

据新华社郑州4月25日电 记者从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获悉， 河南省陕县人
民法院23日重新审理了杨新华交通肇事
案。 自称 “眼睛花了” 判错案的原主审
法官水涛被移交司法机关， 成为河南出
台错案终身追究制后第一个被追责的法
官。

4月17日， 新闻媒体披露了陕县法院
法官水涛审理的一起糊涂案： 2011年9月

16日， 被告人杨新华驾驶重型半挂货车
造车一起车祸， 致3人当场死亡， 2人受
伤。 经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被告人
杨新华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2012年3月6日 ，陕县法院“判处被告
人杨新华有期徒刑2年”，理由是“被害人
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部分经济损失90余

万元”。 但被害人张利强则表示他没有得
到任何赔偿。主审法官水涛事后接受记者
采访时，称当时自己“眼睛花了”，没看清
湖滨区法院出具的赔偿复函。

4月23日，陕县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判
决：撤销陕县法院之前的判决，以交通肇
事罪判处杨新华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巴成功试射弹道导弹

●我国目前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
是深圳1500元， 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最高
的是北京14元。

●一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33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与去
年底持平。 一季度，为129万名农民工补
发被拖欠的工资及赔偿金59.24亿元。

●截至2011年底， 在华就业外国人
约22万人， 约占在华常住外国人总数的
37%。 2000年以来，外国人入境人数以年
均10%左右的速度递增。

●全国共有监狱681所，在职监狱人
民警察30万名，押犯164万人。

●目前全国仍有2.42亿农村居民和
3314万农村学校师生存在饮水不安全问
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二五”规划指
出， 到2015年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
题。 （均据新华社）

河南“眼花”法官被移交司法机关

长治公考舞弊案一审宣判
市人社局原副局长赵波获刑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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