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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海关总署10
日发布数据，10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为3191.5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7.3%。其
中 ，出口1755.7亿美元 ，进口为1435.8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11.6%和2.4%。

统计显示，10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
值与出口额的同比增速比9月份分别回升1

个和1.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与9月份持平。
10月当月贸易顺差为319.9亿美元。

前 十 个 月 ， 我 国 进 出 口 总值 已 达
31615.7亿美元，同比增长6.3%。其中，出口
16709亿美元，增长7.8%；进口14906.7亿美
元，增长4.6%；贸易顺差累计为1802.3亿美
元。

在与主要贸易伙伴双边贸易中，1至10
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4528.3亿美元，下降
3%。同期，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3960.9亿美
元，增长9.1%。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
3238.9亿美元，增长9.4%。1至10月，中日双
边贸易总值为2754.7亿美元， 下降2.1%。同
期， 我国与俄罗斯和巴西双边贸易总值分

别为 735.9亿和 720.4亿美元 ， 分别增长
13.4%和3.5%。

在出口商品中，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 据海关统计，1至
10月，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9573.8亿美元，增
长8.5%，高出同期我外贸出口总体增速0.7
个百分点，占我外贸出口总值的57.2%。

据新华社海口11月10日电 10日上午，
西沙群岛赵述岛道路工程项目举行竣工仪
式。 这项工程是三沙市设立后第一个竣工
的基础设施项目。

赵述岛是西沙宣德群岛中的一个岛
屿， 距永兴岛约8海里， 居住着200多名渔
民。 赵述岛道路工程于2011年12月30日动
工 ， 投资金额为 252万元 ， 全长 1606米 ，
其中环岛路1310米 ， 环村路296米 ； 道路
宽3米。

三沙市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项工程建
成后， 为岛上雨水收集系统提供了雨水收
集线， 将进一步解决驻岛居民生活和交通
困难问题， 有效发挥防风抗灾作用。

据新华社海口11月10日电 10日上午，
西沙永兴岛供水工程 （海水淡化） 正式开
工。该项目包括海水淡化与雨水净化工程，
总投资约2.2亿元，预计2013年12月竣工。

据介绍， 这次开工的海水淡化项目投
资约7000万元， 包括取水工程、 给水厂工
程、排海工程和配套管网工程。

三沙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
海水淡化工程项目建成后， 淡水供给能力
成倍增长， 将解决西沙永兴岛用水难的问
题。

10月份我国出口同比增长11.6%

三沙首个
基础设施项目竣工
供水工程项目开工

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 从11月10日
起至11月14日， 201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
一入学考试报名进入现场确认阶段。 201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将于
2013年1月5日、 6日举行。

图为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剧院外， 众
多考生排起长队等待确认报名信息。

新华社发

11月10日， 游客在长沙市望城区铜官古镇游玩。 近年来， 该区以长沙铜官窑遗
址公园为辐射中心， 在遗址所在的彩陶源村内打造 “唐风” 特色村庄， 将铜官古镇、
靖港古镇、 乔口渔都旅游资源串连起来， 打造全国唯一的古镇旅游圈。 目前， 铜官
古街的第一期修缮工程已完成， 正启动第二期开发建设工程。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0日电 中央
气象台9日发布寒潮蓝色预警， 西北、
华北地区将有大幅降温及雨雪天气。
受其影响， 北京再迎雨雪大风降温天
气， 而上周末出现最大降雪的延庆山
区将再次迎来中到大雪天气。

10日2时， 北京西部地区首先开
始降雨， 截至8时， 西北部较大， 平
均降水量3.1毫米 ， 最大降水量出现
在延庆佛爷顶9.2毫米 ， 全市平均降
水1.4毫米。

最新预报显示， 北京凌晨出现的
小雨天气将在中午前后转为中雨， 西
部和北部山区的小雨则会转为中到大
雪 ， 并出现道路结冰 。 周日雪停风
起， 风力将达到五六级， 阵风七级，
白天最高气温6摄氏度， 夜间低温将
至零下4摄氏度， 非常寒冷。

气象专家表示， 与上周突破历史
极值的降水相比， 此次雨雪过程持续
时间将明显缩短 ， 不会超过24个小
时， 降水量也随之大幅减少。

北京再迎
雨雪大风降温天气

新华社科伦坡11月10日电 斯里
兰卡监狱管理当局10日说， 当天在首
都科伦坡发生过骚乱的监狱里又发现
了11具尸体， 使得此次骚乱造成的死
亡人数上升至27人。

科伦坡国立医院负责人贾辛哈早
些时候说， 监狱骚乱还造成40多人受
伤 ， 伤者包括囚犯 、 警察 、 监狱守
卫、 士兵和一名平民。 有消息说， 死
亡人员主要是囚犯。

据介绍， 监狱工作人员和警察9
日在科伦坡维利卡达监狱牢房搜查非
法物品时， 与囚犯发生冲突。 囚犯抢
夺监狱武器库中的武器， 与维持秩序
的警察和增援而至的士兵发生交火。

监狱管理当局说， 囚犯在骚乱中
共抢夺监狱武器库82支枪， 目前大多
已被追回。 监狱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
制，对这次骚乱的特别调查也已展开。

据监狱官员科迪皮利说， 骚乱是
监狱内黑帮分子挑起的， 多名在骚乱
过程中逃脱的囚犯目前已被抓获。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9日电 美国中
央情报局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9日宣布，
因牵涉婚外情已向总统奥巴马递交辞呈，
奥巴马当天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

彼得雷乌斯9日发表声明说， 他因私
人原因于8日向奥巴马请辞， 并于9日获
得批准。 他坦承自己发生了一段婚外情，
称这对他作为丈夫和中情局局长的角色
是 “不可接受” 的行为。

奥巴马当天下午发表声明， 表示接
受了彼得雷乌斯的辞职， 并称赞对方曾
以卓越表现为美国效力数十年， 是美军
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中情局副局长迈克·莫雷尔将暂时代
理局长之职。

彼得雷乌斯现年60岁， 此前曾在美
军服役近40年 ， 履历颇为出色 。 他1974
年毕业于西点军校， 曾于2003年至2008
年任驻伊拉克美军最高指挥官 ； 2007年
被提升为四星将军； 2008年任美军中央
司令部司令， 统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2010年任美国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
他退役后于2011年9月就任中情局局长 。
正值奥巴马连任成功之际， 上任不过一
年多的彼得雷乌斯突然宣布辞职颇为引
人关注。

美中情局局长因婚外情辞职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9日电 美国国
防部9日宣布， 将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总价
67亿美元的25架大型军用运输机和空中
加油机， 以增强该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防部负责对外军售的防务安全
合作局在声明中说， 这项军售计划已在8
日通知国会， 国会将在30天内确定是否
予 以 批 准 。 该 军 售 清 单 包 括 20架C-

130J-30大型军用运输机和5架KC-130J空
中加油机， 同时提供配件、 培训和后勤
支援服务。

声明强调，这项军售将有助于增强沙
特这个“友好国家”的安全，因为沙特“一
直是、也将继续是确保中东政治稳定和经
济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且这项军售
不会改变中东地区的基本战略平衡态势。

美宣布向沙特出售67亿美元军用飞机
斯里兰卡监狱发生骚乱

已造成27人死亡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陈薇） 今晚，由中国音乐家
协会二胡学会、省文化厅、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双
湾国际之夜———蔡霞师生大筒音乐会” 在湖南音乐厅上
演。省领导肖雅瑜、阳宝华、龚建明出席音乐会。

蔡霞，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二胡、 大筒专业教师， 国
家二级演奏员。 音乐会上， 当蔡霞以大筒的方式演奏花
鼓戏 《小姑贤》 的唱段时， 活泼明快的曲调博得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 有观众惊讶地说： “看到现场， 才知道这
曲子是大筒演奏的。” 而在当晚演出中， 蔡霞及其学生
除了演奏 《嫂子颂》、 《潇湘花鼓》、 《洗菜心》、 《过
江调》 等观众耳熟能详的花鼓戏曲目， 还特地带来了两
首新曲。 一首是由著名作曲家刘振球携弟子周瑜为本场
音乐会专门创作的 《湘中往事》； 另一首则是由本场音
乐会音乐总监兼指挥杨向东创作的 《月圆同庆》。

蔡霞表示，大筒是湖南独有的乐器，值得大家来关注、
保护和传承。长沙是这次大筒音乐会湖南巡演的首站，之后
还将在全省进行巡演。当晚，有着“民乐皇后”美誉的著名二
胡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副主席宋飞也特
地来到演出现场，为观众讲解大筒的演奏技巧和曲目特色。

大筒音乐会湖南巡演
首站在长举行

本报11月10日讯 （通讯员 文闻 记者 张斌） 11月9
日， 省高级人民法院与省人民检察院召开第五次党组联
席会议， 就如何更好地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关问
题进行沟通和商讨。 省高院院长康为民、 省检察院检察
长龚佳禾参加会议并讲话。

会上， 双方立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我省刑事
审判、 刑事检察工作实际， 就刑事案件中落实庭前会议
制度、 提高二审审判效率、 强化证明责任、 适用简易程
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特别程序、 量刑程序、 加强
检察监督、 加大刑诉法实施保障力度等问题， 进行了深
入讨论和交流，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康为民说，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
施行， 这给法院、 检察院的刑事侦查、 审查起诉、 立案
执行、 案件审理等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此次专题
会议， 对涉及法、 检两家刑事审判工作的相关问题进行
商讨， 是贯彻好、 执行好新刑诉法的责任。

龚佳禾说，近年来，省高院、省检察院党组联席会议
工作制度不断健全与完善， 为推进双方工作共同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希望今后要把这项制度延续好、利用好、
发展好，不断拓宽沟通、联系机制，共同为维护公平正义、
加快富民强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省高院省检察院商讨贯彻
修改后刑诉法有关问题

本报11月10日讯（记者 李伟锋）今天召开的湖南可
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研讨会透露：湖南已有7市13县（市）1
镇获批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城市、示范县、示范
镇称号，共获得近6亿元的中央财政补助。

这7市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常德市、怀化市、
岳阳市、娄底市，13县（市）包括衡东县、津市市、石门县、
汨罗县、澧县、炎陵县、湘乡市、韶山市、临澧县、东安县、
浏阳市、宁乡县和安乡县，1镇指宁乡县灰汤镇。有关示范
项目主要以学校、医院、办公楼、住宅小区为主；主要技术
类型为太阳能光热建筑一体化应用、 土壤源热泵技术应
用、地下水源热泵技术应用、地表水源热泵技术应用、太
阳能光热与地源热泵结合系统应用技术、 深层地热能梯
级利用技术6种类型。

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试点
7市13县（市）1镇跻身“国家队”

本报11月10日讯 （记者 陶海音） 省交通运输厅9日
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运用身边的案例对全系统广大党员
干部进行遵纪守法、 廉洁从政的警示教育， 以实际行动
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 把思
想行动更好地统一到中央重大决策上来。 会议要求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广大干部要吸取深刻教训， 时刻警醒， 预
防为主， 全力打造阳光交通、 廉洁交通。

会上宣读了陈京元、 侯礼成犯罪判决书。 省交通运
输厅计划统计处原副处长陈京元犯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罪， 被法院判决执行有期徒刑9年。 省交通运输
厅直属国有企业湖南省醴浏铁路管理处原处长侯礼成犯
受贿罪、 贪污罪， 被法院判决执行有期徒刑6年6个月。
陈京元、 侯礼成犯罪案例材料已编印下发到省交通运输
厅厅直系统各单位和各市、 州、 县交通运输局， 对全省
交通运输系统干部职工进行警示教育。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仁雨介绍， 廉政教
育的根本就是预防为主， 陈京元、 侯礼成的犯罪案例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全省交通系统党员干部职工
要认真思考， 从中深刻吸取教训。

省交通运输厅召开警示教育大会
吸取教训 预防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