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首尔7月4日电 韩国统一部发言
人金炯锡4日表示， 韩国政府已通过板门店联
络渠道向朝方提议6日在板门店就有关开城工
业园区等事项举行南北当局间实务会谈。

金炯锡说， 开城工业园区已停产3个多
月，入驻园区的韩方企业正在经历很多困难，
加上随着梅雨期的开始将会造成更大损失，
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韩国政府向朝方再次提
议举行会谈。

韩朝又议工作会谈

（上接1版③）
实践锻炼期间，编辑记者们扎根基层，深

入群众，虚心学习，积极参与当地党委政府工
作，既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也在实践锻炼中提升了自己。 桃源县茶庵铺
镇盛产大叶茶， 在此挂职的湖南日报驻常德
记者站记者张晶结识了该镇一位90后的茶
农陆晨，得知当地茶叶作坊竞争激烈，因为没
有自己的品牌只能通过压低价格来竞争，张
晶建议陆晨尝试用微博来推广茶叶， 并热心
帮陆晨开通了微博，发布了茶叶的生产、销售
信息。 湖南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欧阳莹在新化
县桑梓镇挂职期间，连续4天与当地乡镇干部
一起，走访了130多户群众，挨家挨户为群众
宣讲环境卫生知识，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提高
了群众的环境卫生意识。

会上对第6批21名省直新闻单位赴乡镇
锻炼的编辑记者进行了表彰， 并要求进一步
贯彻落实《聚焦经济建设主战场，传递湖南科
学发展正能量倡议书》精神，结合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化“走转改”，努力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好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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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
里夫。

习近平称赞谢里夫总理是巴基斯坦资深
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老朋友，一直致力于中
巴友好，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表示，中巴是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两国友谊根深蒂固、牢不可
破，双方开展了全天候战略合作。这是两国
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也是两国关系未来发
展的坚实基础。加强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我们要传承传
统友谊，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希望双方加强
统筹规划，稳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互联互

通等重点合作项目，促进优势互补和利益融
合，实现共同发展。

谢里夫表示，巴基斯坦人民珍视巴中兄
弟般的友谊。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
宝贵支持和帮助。我将中国作为就任后第一
个出访的国家，目的是巩固和发展两国睦邻
友好关系。当前，巴方正在全力发展经济、维

护国内安全， 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合作。
巴方高度重视两国经济和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以此带动两国及区域发展。巴方欢迎中
国企业投资，鼓励两国人员交往，愿为此创
造安全有利的环境。

双方还就有关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
看法。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传承传统友谊 提升合作水平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经习主席和
中央军委批准，军队院校、普通高等学校将
联合招收培养海、 空军及陆军航空兵部队
“双学籍”飞行学员。今年先在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试点，培
养人数为87名。

教育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日
前联合下发《关于做好军地高校招收培养
“双学籍” 飞行学员工作的通知》。《通知》明
确，“双学籍”培养对象为军队飞行院校招收

的普通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据总政干部部
有关负责人介绍， 这一模式的主要思路为
“军校统招、军地联训、双学籍管理”———

考生在被军队飞行院校正常录取后，将
参加为期1个月左右的军政强化训练和体验
飞行，选拔部分高考成绩优异、体验飞行合格
的学员于当年8月底送到普通高等学校培养。

联合培养学制4年，学历本科。普通高
等学校负责文化基础知识及相关专业理
论教育， 军队飞行院校负责飞行专业理论

及实践教育。军地高校分段实施培养，具体
教育时间分段及假期训练等， 由联合培养
院校根据教学需要协商确定。

联合培养对象在注册军队飞行院校学
籍后，再由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本校学籍，在
普通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享受军队院校飞行
专业学员相关待遇。 毕业合格的颁发军地
院校同时具印的毕业证书， 并按规定授予
相应学位，分配至海、空军和陆军航空兵部
队从事飞行工作。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民政部4日公
布《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明确设立
烈士纪念设施分级保护管理体系，未经批准
不得迁移烈士纪念设施，并提出将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单位纳入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建设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配备讲解员的要求。

办法指出， 烈士纪念设施是指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为纪念烈士专门修建的烈

士陵园、纪念堂馆、纪念碑亭、纪念塔祠、纪
念塑像、烈士骨灰堂、烈士墓等设施，并将
烈士纪念设施划分为国家级、省级、设区的
市级、县级四个等级。

办法明确，未经批准，不得迁移烈士纪
念设施。 因重大建设工程确需迁移地方各
级烈士纪念设施的， 须经原批准等级的人
民政府同意， 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的民政

部门备案。迁移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的，应
当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办法要求，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禁
止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工
程建设。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烈士纪念
设施保护范围内为烈士以外的其他人修建
纪念设施或者安放骨灰、埋葬遗体。

军地高校将联招“双学籍”飞行学员
今年首招87名，北大、清华、北航三校率先试点

图①：7月4日， 位于厦门同安区五显镇北山的500千伏超高压带电施工现场， 施工人员手上的温度计上显示温度接近40摄氏度。图
②：结束带电维护工作的国家电网福建省送变电工程公司第二运检分公司丁惠龙用矿泉水降温解暑。图③：7月3日，在美国拉斯韦加
斯，一名男孩戏水避暑。图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一只小狗戴着太阳镜在喝水降温。 均为新华社发

汗下如洗
①

② 灌得好爽 ③ 水中嬉戏 ④ 喝水降温

新华社长春7月4日电 4日在长春召开的全国
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全国
各级法院要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错案，坚守防止
冤错案底线。

最高法院提出， 各级法院要正确适用刑法修正案
（八） 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
严守法律程序，正确理解和贯彻罪刑法定、疑罪从无、
证据裁判等原则，在各审判领域都要坚决防止冤错案。

法院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避免冤错案
的重要保证。最高法院提出，要坚持严格依法办事、
严守法治原则，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
使审判权的机制，完善指定管辖、提级管辖等制度，
继续健全执行联动威慑机制，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
主义，上级法院要理直气壮地支持下级法院，确保
依法独立公正审判。

最高法院要求， 法院要尊重和保障律师依法履职
的权利。要切实保障律师阅卷、举证、质证、辩护等权
利。要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和代理意见，充分发挥律师
在依法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高法：
坚决防止和
依法纠正冤错案

民政部： 未经批准不得迁移烈士纪念设施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针对少数地方PM2.5监
测进展缓慢，环境保护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加快
推进空气质量新标准第二阶段监测实施工作，10月
底前须确保监测数据的实时发布，年底前，113个环
保重点城市和地级环保模范城市要开展包括PM2.5

在内的6项指标的监测并发布监测信息。
通知要求，2012年已投资建设的37个城市要先行

与国家联网并实时发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其他城市
要加快相关联网设备采购工作进度， 确保今年8月底
前国家空气网数据传输、信息发布与网络化质控平台
建设所需硬件设备安装到位；10月底前完成行政区域
内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联
网，确保第二阶段实施城市监测数据实时发布。

环保部：
PM2.5监测数据
须10月底前实时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针对媒体近日报道北
京有以“C1F9” 开头百元假币“多次通过验钞机
检测”，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4日表示， 经过现
场核实调查和鉴定， 此类假币用验钞机完全能够检
测， 眼观手摸也可识别。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负责北京市假币收
缴、 鉴定和数据分析工作， 从其近日收缴到的以
“C1F9” 开头的假币情况看， 均为2005年版100元
机制假币。 从防伪特征上观察， 光变油墨、 凹版印
刷、 安全线等公众防伪特征均与真币明显不同， 主
席头像衣领、 手感线处的压痕粗糙， 与真币的凹版
印刷手感相差甚远， 这些特征与以往收缴的机制假
币并无明显区别。

央行：
“C1F9”百元假币
可明显辨别

（紧接1版①）针对湘北环湖平丘区、湘中东丘
岗盆地区和湘南丘岗山地区等3个区域特色
相对明显的双季稻区， 确立了双季稻抗逆稳
产技术、双季稻轻简栽培均衡高产技术、双季
稻资源安全高效利用均衡增产技术等3大各
具特色的研究课题， 开展了双季稻“双节双
防”技术体系、双季稻机插“双大”关键技术等
9个方面的创新研究， 并形成了相对应的9大
技术创新模式。

目前，湖南项目组已在醴陵市、益阳赫山
区、衡阳县建立了核心试验区12600多亩，在
醴陵、 宁乡等13个县市区建立了技术示范区
166万亩， 在全省双季稻主产区的10个地级
市建立了技术辐射区1500万亩。

（紧接1版②）记者身上的衬衫已经被汗浸透，却
发现刘辉的警服未见汗渍。见记者奇怪，他撩起
衣服， 记者这才看到里面湿透的汗衫。“我的车
尾箱里备有几件汗衫，每天换几遍。”刘辉说。

太阳照在水泥路面反射出刺眼的白光，
汽车的尾气混合着向上翻腾的热浪， 让人窒
息难当。一名交警匆匆赶来报告，他们扣下了
一台非法载客的黑车， 但搭车的两名老人还
要去赶火车，十分焦急。刘辉二话不说，将老
人的行李提着放到一辆警车尾箱， 安排交警
立即送老人去火车站。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高招录取工作
已经启动， 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
英4日对记者表示，教育部已多次重申，要求
各地各校牢固树立廉洁自律意识， 严防暗箱
操作，杜绝权钱交易，守住廉洁底线。

王立英指出， 各地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
深入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严格执行国家招
生政策，严明招生工作纪律。要自觉维护国家
统一高考制度和政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不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得出台与国家招生政
策相违背的招生办法，不得出台涉及违规“点
招”录取及收费办法。要加强招生执法监察和
责任追究，严肃查办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对考
生和社会有关举报，要认真核查，快速反馈。对
各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纪违
法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教育部：
高招要“守住廉洁底线”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3日电 欧盟委员
会负责司法、 人权和公民事务的委员维维亚
娜·雷丁3日表示，她已与美国司法部长埃里
克·霍尔德取得共识，双方将共同组建一个专
家组调查美对欧盟监控、窃听事件。

雷丁当天对欧盟媒体表示， 美国已认识
到欧盟对“棱镜门”事件的严重关切，霍尔德
在写给她的信件中承诺立即组建一个联合
专家组对事件进行详尽评估。雷丁说，2日晚
间她与霍尔德通话时进一步确认， 联合专家
组首次会议将于本月在布鲁塞尔举行， 第二
次会议将于9月在华盛顿举行。

美欧将组建联合专家组
调查窃听事件

湖南湘涛足球俱乐部4日宣布， 再次引
进前中超足球先生、 洪都拉斯外援埃米尔·
马丁内斯。俱乐部希望大马丁内斯的再度加
盟，能扭转球队目前低迷的局面。

前中超先生重返湘涛
作为湘涛队上赛季引援的成功之作，

大马丁内斯在其效力球队期间共打进8
球，帮助湘涛队一度稳居“冲超”第一集
团。同时，大马丁内斯领衔的中场也为前
锋提供了巨大的支援，上赛季，锋霸董方
卓打进了7球，而本赛季到目前为止，董方
卓仅仅打进1球。

上赛季结束后，湘涛队并未与大马丁
内斯续约， 此番签回前中超足球先生，湘
涛俱乐部副总经理张旭说：“这是考虑到

球队的需要， 马丁的到来能够加强球队的
中场。”据悉，大马丁内斯于两日前抵达长
沙，经过体检等一系列流程，已与昔日队友
一起训练恢复默契。

1982年出生的大马丁内斯曾在4家中
国俱乐部效力， 具有较强脚下功夫和射门
能力。2008年， 大马丁内斯加盟上海申花
队，并凭借8粒进球、9次助攻的“准两双”成
绩荣膺当赛季中超最佳球员。2009年，大
马丁内斯转会北京国安队， 在联赛最后一
轮上演“帽子戏法”，为国安队夺得首个职
业联赛冠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大马丁
内斯还先后为杭州绿城和湘涛队效力。

3名新援期待“逆袭”
8胜5平2负、位列中甲次席，这是上赛

季湘涛队交出的半程答卷。本赛季，湘涛队
流失多名球员，在关键位置上引援乏力，上

半程表现并不如人意，14轮过后仅取得4
胜5平5负，暂列中甲第9位。

据悉， 与大马丁内斯同时加盟湘涛队
的还有来自上海申花队的陶金和湖北全运
队的曹国栋。很明显，这两笔引援是为了加
强球队的防守。28岁的陶金身高1米83，司
职中后卫。“拜塞克（湘涛队现任主帅）执教
过申花，对于他比较了解。”张旭介绍，“曹
国栋1990年出生，身高1米9，能踢后腰和
后卫”。

3名新签约的队员对于湘涛队来说非
常重要。 下半程的比赛湘涛队若持续低迷
将有可能坠入保级深渊， 而如果新援能迅
速与球队擦出火花， 强势反弹跻身前列也
并非没有可能。7月6日， 湘涛队将坐镇主
场与重庆力帆队展开联赛第15轮较量，3
名新援很有可能在周末献上首秀， 这让比
赛更充满看点。

大马丁回归，湘涛有戏
本报记者 蔡矜宜

7月4日， 顾客在上海市的一家大型超市内选购
进口奶粉。近日，国家发改委对美赞臣、多美滋 、惠
氏、雀巢、雅培等品牌洋奶粉进行价格反垄断调查，
贝因美和惠氏等相继发布公告降价。 新华社发

最高检：
吉林德惠大火11名公职人员
涉玩忽职守犯罪被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记者4日从最高人民检察
院获悉， 致121人死亡、76人受伤的吉林省德惠市宝源
丰禽业公司特大火灾是一起由于企业违章冒险作业、
相关执法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违法行政、 不认真履行
监管职责导致的特别重大的责任事故。 检察机关目前
以涉嫌玩忽职守犯罪对德惠市米沙子镇镇长刘真祥、
派出所原所长赵震、 德惠市公安消防大队原大队长吕
彦东等11名国家公职人员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

6月3日，吉林省德惠市宝源丰禽业公司发生特别
重大火灾事故。检察机关查明，德惠市米沙子镇镇长
刘真祥等4人在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监督管理不
到位，存在失职渎职问题，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7
月1日，检察机关对4人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

此前，检察机关已对德惠市公安消防大队原大队
长吕彦东、原副大队长刘贵才、参谋蓝天、消防验收员
高伟，米沙子镇公安派出所原所长赵震、消防员冯天
明、消防员孙中光等7人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

“烤”验

奶粉降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