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震已造成52人死亡

运油火车出轨25人遇难

本版责编 孟姣燕 曾楚禹 蔡矜宜 责任校对 彭扬 时事·体育13２０12年11月1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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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0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
上涨1.7%， 同比涨幅创年内新低； 环比下降
0.1%，更显示CPI处下降趋势。在老百姓看来，
数字化的CPI涨幅缩小给他们带来的是平稳
的价格；而在市场人士看来，CPI进一步下降
来之不易，更为政策调控提供了更多空间。

老百姓：菜篮子花费少了
食品价格的进一步回落，成为当月CPI创

年内新低的重要原因。统计数据显示，曾经在
今年夏天“坐着过山车”的鲜菜价格当月上涨
1.1%，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03个
百分点，较8月同比8%的涨幅明显缩小。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
情系统监测，9月份以来，随着各地地产菜供

应量增加， 全国蔬菜价格整体呈下降走势，
甚至部分蔬菜价格已低于去年同期。

而随着秋冬季节的到来， 牛肉、 羊肉等
“温补”类食材大量上市，价格走低；猪肉价格
也保持稳定。统计局数据显示，10月份肉禽及
其制品价格同比下降4.7%，影响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下降约0.37个百分点 （猪肉价格下降
15.8%， 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下降约0.60
个百分点）。

通胀回落来之不易
从年初的同比涨幅4.5%到如今的“两破

2”，今年通胀水平的回落来之不易。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控通胀一直面临着多重压力。
“国际上，美国推出QE3等措施导致国

际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压力；而
我国仍处在成本上升阶段，例如我国劳动力

成本、环境保护成本、资源要素价格成本都
处于上升通道，构成推高通胀的压力。”

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
此前亦表示，对于物价走势，市场最为关注三
个方面：一是，全球实施再次量宽的政策，特别
是QE3及其引发的通胀预期再抬头； 二是，国
际粮价上涨带动国内饲料价格上涨， 并进而
引发肉价的上涨，同时，肉价本身亦有其周期
性，到明年2季度后，肉价正常的上涨周期将展
开；三是服务类价格的居高不下，特别是与人
工服务相关的项目目前仍在逆周期上涨。

在业内人士看来，从“适度宽松”转向“稳
健”的货币政策效果正在显现，成为物价回落
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影响周期
将达到2年时间左右，这就保证了CPI在年内将
一直处在下降通道。”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称。

姚景源同时表示，“粮价稳则百价稳”，
连续丰收奠定了控物价的基础。同时，近年

来我国加大了惠农力度，从保证供给的角度
控制了物价。

年内通胀预计不超过3%
殷醒民认为，当日出炉的CPI和PPI都显

示着我国经济正在温和复苏。“从通货膨胀
的周期来看， 无疑现在仍然处在下降通道；
而10月份环比涨幅为负也说明了年内CPI将
进一步下行的趋势。”

但由于通胀有一定的黏滞性，而目前通
胀水平也降到了一定的低位，因此预计第四
季度CPI同比应该维持在1%-2%之间 。“通
胀回落会非常慢， 每次回落幅度也会很小。
全年CPI将不会超过3%。”

姚景源亦认为，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的力
度将加大，为经济增强活力创造条件，“在控
物价的目标完成后，预计今年也能完成‘稳
增长’的目标。”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沈而默

据新华社长沙电（记者 张淼 明星）旨在
为中国贫困山区儿童提供免费午餐、 帮助孩
子免受饥饿的“免费午餐”民间公益基金成立
仅一年多，捐赠人次就已超100万，捐赠金额
超过3000万元。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免费午餐” 实践中
倡导的通过民间公益推动公共政策、 监督过
程透明公开、新媒体传播等运作方式，正在逐
渐成为民间公益事业发展的“新范本”。

记者近日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桐木小
学采访， 孩子们和往常一样走进学校简朴的食
堂，享用进驻学校已近一年的“免费午餐”。和往
常不一样的是，这顿午餐的成本更低，因为今后
所用的食用油将全部由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无偿提供。当天，在新晃举行送油入校活动中，
来自该县全境60所小学、19所中学的代表领取
了“免费午餐”专用的非转基因浓香菜籽油。

“免费午餐”项目在今年6月10日宣布与
中储粮油脂公司达成食品安全战略合作伙
伴。作为合作第一步，中储粮金鼎为免费午餐
开餐学校捐赠价值100万元的非转基因浓香
菜籽油，有望惠及湖南、湖北地区3万名学生。

“免费午餐” 发起人邓飞介绍，“免费午
餐”运作一年多来，所有选购食品始终坚持绿
色、无公害原则，并建立起了采购食品的可追
溯制度，以确保所有开餐学校食品安全。项目
运作一年多来，没有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

在“免费午餐”网站上，从几元到数十万、
上百万的善款收支明细都做到了网络发布。
“免费午餐”率先实现了“让每笔捐赠查询方
便快捷，让每笔支出科学合理可跟踪”。据实
时网络统计数字显示，“免费午餐” 迄今收到
的捐赠金额为3230多万元， 为受助学校拨款
超过747万元，累计就餐人次已接近60万。

“免费午餐”成“新范本”

14.5%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我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34亿元， 同比名义增长
14.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5%。

20.7%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报告，前10个月，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92542亿元，同比名义增
长20.7%，增速比1至9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6522万台
商务部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10月，全

国（不包括山东、河南、四川、青岛）家电下乡产品
销售6522万台，实现销售额1752.4亿元，按可比口
径计算，同比分别增长23.5%和18.8%。

1900万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日发布最新统计，今年1至10

月，国产汽车产销分别为1572万辆和1570万辆，同比
增长4.6%和3.6%。中汽协预计全年国产汽车产销增幅
在5%左右，产销量在1900万辆以上。（均据新华社电）

数说

据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8日晚，李默然的长子
李龙吟通过微博发布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各位至爱
亲朋：我父亲李默然因病于2012年11月8日17时53分
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享年85岁。”

一部《甲午风云》让李默然蜚声全国，他把民
族英雄邓世昌的风骨鲜明生动地呈现上了银幕，
并永远地留在了观众的心中，成为中国银幕上别
具一格的“硬汉标本”，影响几代人的成长。

李默然原名李绍诚，1927年生于黑龙江尚志
县。从艺逾60年间，李默然共演出话剧60多部，还
在8部影片中担任过主角。

中国———

据新华社墨西哥城11月8日电 危地马拉城
消息： 危地马拉总统奥托·佩雷斯8日上午召开新
闻发布会说，7日发生的7.4级地震目前已造成52
人死亡，另有22人失踪，约120万人受灾。他同时宣
布为在地震中的遇难者全国哀悼三天。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蔡矜宜 ）本赛
季中途接手中超大连阿尔滨队的主教练斯
塔诺耶维奇今天宣布辞职， 新的主教练人
选目前尚未确定。

“下个赛季我将不再担任大连阿尔滨足
球俱乐部主教练一职，今夜我就会踏上回家
的旅程。”阿尔滨俱乐部官方微博9日下午贴
出了斯塔诺耶维奇的一封感谢信，信中明确

表示，他放弃继续执教阿尔滨队的原因主要
是大连足球动荡的环境，“如果不是考虑目
前大连足球正处于变革时期，未来两队合并
后还可能发生更多不可预料的情况，我想自
己会继续留下来跟大家在一起。”

本赛季结束后， 大连实德退出中国足
球， 阿尔滨老板赵明阳确定已经收购了实
德俱乐部。此前曾有消息称，合并后的大连

队将由徐弘任教， 但在众多反对声音出现
后暂时作罢。 目前还不清楚斯塔诺耶维奇
离开之后新主教练的人选。

现年39岁的斯塔诺耶维奇是东欧足球
“少壮派”教练的代表人物，他于本赛季中
途接手阿尔滨队，在他执教期间，球队战绩
明显改观，打出了11胜8平7负的不错战绩，
最终排在中超联赛第5名。

本报11月9日讯（记者 王亮）全省的德
州扑克爱好者有福啦！今天，全国最大的德
州扑克俱乐部winbow俱乐部长沙分部盛大
起航，并成为我省首家德州扑克比赛基地。

德州扑克发源于美国， 在我国属于一
项新兴的智力竞技运动， 该项目在我省的
发展刚刚起步， 目前全省共有5000余名爱

好者，发展前景广大。在今天长沙分部的启
动仪式上， 省体育局体育竞赛管理中心还
授予长沙分部我省 “指定德州扑克赛事推
广单位”的称号，该俱乐部也成为了我省目
前唯一一家具备举办德州扑克比赛资格的
基地。

省体育局体育竞赛管理中心主任周光

正表示，“德州扑克在我省有着良好的发展
前景， 长沙分部的成立将大大促进该项目
在我省的快速有序发展。 希望这里能够走
出我们湖南自己的优秀选手。”

据了解， 长沙分部将在近期举行我省
首届德州扑克比赛， 其中的优胜者将代表
我省参加全国性的大赛。

11月9日，中国海军第十三批护航编队从湛江解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任务。第十三批护航编队由南海舰队导弹护卫
舰“黄山”舰、“衡阳”舰和综合补给舰“青海湖”舰以及2架舰载直升机和部分特战队员组成，编队官兵近800人。 新华社发

CPI涨幅创年内新低菜价不再“坐过山车”

哀悼

据新华社仰光11月9日电 据缅甸国家电视
台报道，缅甸北部一列运输汽油的火车9日在实皆
省出轨，汽油大量外泄并着火，导致至少25名当地
村民死亡，62人被烧伤。

报道说， 这列从曼德勒开往密支那的运油火
车当地时间上午9时55分在行至实皆省甘布鲁镇
区切基火车站附近时出轨，大量汽油外泄。当地村
民自行前往收舀汽油，不料汽油起火酿成惨剧。

它是我省首家德州扑克比赛基地揭牌

他是阿尔滨主教练斯塔诺耶维奇辞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8日电 美国国防部

发言人乔治·利特尔8日说， 美军一架无人侦
察机11月1日在海湾地区遭到伊朗战斗机攻
击，但无人机并未遭受损失，安全返回基地。

利特尔当天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 这一事件发生在美国东部时间1日凌晨4
时50分左右。 美军一架没有搭载武器系统的
MQ-1型无人驾驶飞机在海湾上空执行 “例行
侦察任务”时，遭到伊朗一架“苏”-25型“蛙足”
式战斗机拦截。 战斗机用机炮攻击了这架无人
驾驶飞机，但没有击中。

美称伊朗攻击其无人机

赴亚丁解缆起航
银幕“硬汉标本”李默然去世

缅甸———

危地马拉———

湖南首批受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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