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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办
查处淫秽色情网站 110 家

李克强在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表示

适时启动新核电项目建设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4月18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
持召开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会议，
研究讨论了能源发展中的相关战略问题和
重大项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出席。
李克强说， 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
力。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能
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能源仍是国际政治、
金融、安全博弈的焦点。能源供应和安全事
关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要全面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立足当前、深谋远
虑、积极有为，针对我国人均资源水平低、

能源结构不合理的基本国情和“软肋”，推
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 提高能源绿
色、低碳、智能发展水平，实施向雾霾等污
染宣战、加强生态环保的节能减排措施，促
进改善大气质量，走出一条清洁、高效、安
全、可持续的能源发展之路，为经济稳定增
长提供支撑。
李克强说，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随着
“新四化”深入推进和人民生活改善，未来
一个时期能源需求还会增长。要立足国内，
着力增强能源供应能力，加大陆上、海洋油
气勘探开发力度，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页岩
气、页岩油、煤层气、致密气等非常规油气
资源开发，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优质能源保
障水平，在开放格局中维护能源安全，掌握

近期，媒体报道河北、海南、河南等多
地出现蔬菜滞销，菠菜、芹菜、莴笋等价格
持续走低，有的甚至跌到几分钱一斤；与此
同时，
“
二师兄”猪肉价格连连跳水，令很多
养殖户农民叫苦不迭。
蔬菜、猪肉价格缘何再现“过山车”式
大变化？ 农产品价格何时才能摆脱剧烈波
动怪圈？如何切实避免菜贱、肉贱伤农？记
者就此采访了业内专家。

发展的主动权。大力实施节约优先战略，从
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着手， 加快推进重点领
域和单位节能工程， 推广节能发电调度办
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以较少的能源消耗
促进经济社会较快发展。
李克强强调， 当前要开工一批重大项
目。这既是稳增长、提高能源保障能力的重
要举措，更是调整能源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的有效抓手。要在采用国际最高安全标准、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适时在东部沿海地区
启动新的核电重点项目建设。 在做好生态
保护和移民安置的基础上， 有序开工合理
的水电项目。加强风能、太阳能发电基地和
配套电力送出工程建设。 发展远距离大容
量输电技术， 今年要按规划开工建设一批

年生猪供应会比较平稳， 猪价将会逐步回
升到成本线以上的价格水平， 但不会出现
像2011年那样大幅上涨的现象。” 朱增勇
说，一般一个完整的猪周期在35至38个月，
在猪价近3年创新低后，下半年有望进入新
的价格周期。

专家预计，蔬菜生产周期较短，价格下

省武术协会换届选举
审议通过《湖南武术发展五年规划》
本 报 4 月 20 日 讯 （记 者 苏 原 平 ） 湖南省武
术协会20日召开第六届委员会换届选举大会，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成员名单及下设专
业委员会人员名单，并审议通过了《湖南武术发
展五年规划》。
大会聘请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为省武术协
会荣誉主席，省体育局局长李舜、步步高集团总
裁陈志强、 湖南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黄政德为名
誉主席，中国武术协会特邀副主席、省文史馆员
晏西征为特邀主席。 选举产生了以省体育局副
巡视员陈正陪为主席的省武术协会第六届领导
班子和常务委员会成员。
在随后举行的省武术协会第六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湖南武术发展五年规
划》和《湖南省武术协会2014年工作计划》。今
后5年，我省武术发展的主要任务是构建全省武
术健身服务体系， 规范省内全国武术之乡的扶
持与管理，创建湖南武术文化品牌，扶持省内传
统武术拳种，扩大武术习练人口，培育武术文化
市场，打造武术文化产业链。

加快推动龙头企业、合作社
与农民更紧密合作

过
山
车
新华社发

跌持续时间有限，未来猪价跌幅将趋缓，二
季度后期猪肉价格有望止跌回升， 第三季
度猪价有望出现明显回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
究员朱增勇指出，今年3月底国家启动首批

冻猪肉收储，虽然收储量较小，对整个供需
现状影响不大， 但从信心层面给予养殖户
一定支持。随着收储工作的后续开展，将会
有助于猪价止跌。
“
如果上半年没有重大疫情发生，下半

对于当前的蔬菜滞销、肉价下跌问题，
专家们建议， 政府部门要千方百计采取措
施帮助菜农、养殖户寻找市场销路，通过组
织农超、农校、农企对接等活动，扩大网上
推介服务，扩大销售半径，解决滞销卖难的
燃眉之急。
李国祥表示，从长远和根本来看，要改
变产销结构， 破解农民难以得到有效信息
的问题。要进一步出台政策，引导龙头企业
与农民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和合作关系，鼓
励农民合作社的发展， 促进农民以市场为
导向进行生产。
陶炜煜建议， 要提高生猪养殖规模化
水平，避免大量资金快速进出生猪市场，影
响生猪生产。加快研究生猪期货，规避市场
风险。大力推广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促进生
猪产销平衡。加强生猪市场监测预警，及时
发布生猪信息，引导养殖户合理调整结构、
规避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海上合作——
—2014”

多国海上联合演习将在青岛举行
新华社青岛4月20日电 代号为“
海
上合作——
—2014”的多国海上联合演习，
将于近日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
演习以海上联合搜救为主， 演习科
目包括编队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
联合救援、联合反劫持、轻武器射击等。
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印
度、马来西亚、孟加拉、文莱等8个国家的
舰艇将派出水面舰艇、 舰载直升机和陆
战队组成联合编队参加这次演习。
参加“海上合作——
—2014”多国海
上联合演习的中方兵力以北海舰队为
主，包括导弹驱逐舰哈尔滨舰，导弹护卫
舰烟台舰、临沂舰、葫芦岛舰，综合补给
舰洪泽湖舰、 和平方舟医院船以及舰载
直升机、陆战队等。
海军新闻发言人梁阳在20日的新闻
发布会上说，这次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是中
国海军结合承办论坛年会举行的联合演
习活动，是参照其他国家举办年会时的做
法，旨在推动各国海军之间的务实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0 日电 记者20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获悉， 国信办全力开展“扫黄打非·净网2014” 专
项行动， 目前已依法查处淫秽色情网站110家， 关闭各类
违法违规账号3300多个， 专项行动取得初步成效。
据统计， 自今年1月以来， 国信办已依法查处淫秽色
情网站110家， 关闭相关频道、 栏目250个， 关闭微博客、
博客、 微信、 论坛等各类账号3300多个， 关停广告链接
7000多个， 删除涉黄信息20余万条。
国信办有关负责人指出， 打击网上淫秽色情工作任务艰
巨，一些涉黄网站经常死灰复燃，部分网站抱有侥幸心态，内
容管理严一阵、松一阵。国信办会同有关部门深入推进专项行
动，重点查处制止大型门户网站“色情营销”、低俗炒作现象；
重点解决搜索引擎网站淫秽色情信息“一搜即得”问题；重点
抓好通过移动互联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问题。同时，严厉打击
为淫秽色情网站发布广告和提供链接、 游戏网站等利用淫秽
色情和低俗弹窗吸引眼球、 视频网站和文学网站推出低俗视
频和低俗文学、 在应用程序商店及移动客户端中传播淫秽色
情及低俗信息等四类网站违法违规行为。
国信办呼吁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举报， 共同抵制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等行为。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24
小时受理公众举报，受理举报电话是12377，举报网址是http：
//net.china.com.cn，举报邮箱是jubao＠china.org.cn。

两名中国工程师在苏丹遭绑架

农产品价格如何走出“
过山车”怪圈

农业部16日数据显示， 近期猪肉价格
持续下跌， 猪肉周均价每公斤16.50元，环
比跌1.8%，已连续第9周下跌；重点监测的
28种蔬菜中有15种价格下跌， 周均价每公
斤3.89元，环比跌0.5%，已连续第10周下跌。
西葫芦跌幅最大，为10.6%；韭菜、黄瓜、莴
笋和蒜苔跌幅在5%至10%。
中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
认为，近期的蔬菜价格下跌、滞销，有季节性
波动的因素。天气转暖，蔬菜集中上市，导致
价格下行。同时，更直接原因是供过于求。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内贸信息中心
分析师陶炜煜表示， 多重原因造成此次猪
价持续下跌。其中，生猪行业产能偏高是主
因。同时，春季处于传统消费淡季，节后一
段时期是肉制品加工企业的生产淡季，对
肉类原料需求量减少， 以及受餐饮行业增
速低迷影响，猪肉消费需求不旺，这些因素
共同造成猪肉价格下行。

二季度后期猪肉价格
有望止跌回升

“
西电东送”输电
采用特高压和常规技术的
通道，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降耗增效。积极
推进电动车等清洁能源汽车产业化， 加快
高效清洁燃煤机组的核准进度， 对达不到
节能减排标准的现役机组坚决实施升级改
造，促进煤炭集中高效利用代替粗放使用，
保护大气环境。
李克强指出，调整能源结构，关键要推
进能源体制改革。要放开竞争性业务，鼓励
各类投资主体有序进入能源开发领域公平
竞争。积极推进清费立税，深化煤炭资源税
改革。加快电力体制改革步伐，推动供求双
方直接交易，提供更加经济、优质的电力保
障， 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
作用。

蔬菜滞销 肉价跳水

多重因素造成
蔬菜、猪肉价格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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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喀土穆 4 月 20 日电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官员20日
说， 两名中国工程师18日在苏丹西科尔多凡州遭到不明身
份的武装分子绑架， 目前下落不明。
这位官员说， 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得知消息后， 立即启
动应急机制， 并与苏丹有关部门保持联系， 要求苏丹方面
在确保被绑架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开展营救工作。
西科尔多凡州邻近苏丹西部长期动乱的达尔富尔地
区。 自2003年达尔富尔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以来， 在达尔富
尔和邻近一些地区多次发生外国人遭绑架的事件。

日国安委员长参拜靖国神社
据新华社东京4月20日电 日本国家公共安全委员会委员长
古屋圭司20日上午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
是继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后， 今春第二个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内
阁阁僚。
“
理所当然”。
古屋圭司参拜后发表声明诡辩，声称参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2日表示， 日本内阁成员参拜供奉
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再次反映出日本现内阁对待历史
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

船组失职致乘客
错过逃生黄金期
韩国沉船事故遇难人数升至58人
据新华社韩国珍岛4月20日电 韩国检方和警方联合调查
本部20日公布在
“
岁月”号沉船事故发生时，航海师与珍岛海上
指挥中心的通话记录。韩联社说，船组缺乏责任心，导致错过向
乘客发出逃生讯号的黄金期。
通话记录显示，
“
岁月”号于9时6分与珍岛交通管制中心取
“
决定弃船”，期间进行了11次沟通。尽管
得联系，直到9时37分
珍岛交通管制中心在第一次沟通时已指示航海师紧急采取救
援措施，并多次指示逃生，但航海师反复询问
“
是否有救援”，却
不提是否下令逃生。
通话显示，航海师在9时23分回复说
“
现在连广播也不可能
了”，并于10分钟后才广播告知乘客逃生。
据韩联社报道， 船组29人中核心人员全部逃生并获救。韩
国民众对船员
“
失职逃跑”的行为强烈愤怒。
据新华社韩国珍岛4月20日电 韩国
“
岁月”号沉船搜索20
日进入第五天。截至20日21时，事故已致58人遇难，仍有244人
下落不明。失踪人员中包括4名中国公民。

云南曲靖煤矿透水事故后续
4 月 20 日，中国海军“烟台”号导弹护卫舰停靠青岛港。
梁阳表示， 这次演习不是论坛框架
下活动，是中国海军成立日活动。为此，
中方既邀请了论坛成员国， 也邀请了非
论坛成员国派军舰参加。
“
众所周知，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
列错误做法，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严重影响了中日双边关系，在目前情况下，

新华社发

不适合邀请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来华参
加中国海军成立日有关活动。”梁阳说。
这次海上联合演习以海上搜救为主
题， 旨在进一步加强各国海军之间的深
入交流和务实合作， 提高各国海军遂行
海上联合搜救任务的能力，为及时应对、
处置海上突发问题打下牢固基础。

11 名官员被停职免职接受调查
据新华社昆明4月20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曲靖市政府新闻
办了解到，曲靖市委决定，对曲靖市下海子煤矿“
4·07”透水事
故具有监管责任的2名市管干部进行停职，责成麒麟区委对6名
区管干部进行免职、3名区管干部进行停职，并接受调查。
4月7日凌晨，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东山镇下海子煤矿发生
透水事故，当时井下有26人，其中4人安全升井，22人被困井下。
截至19日9时，遇难人数上升至21人。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李特南 蔡矜宜◎

勇夺全国桥牌团体赛亚军

湖南桥牌 3 年 3 大步
本报 4 月 20 日 讯 （记 者 王 亮 ）2014年全国
桥牌团体赛决赛18日在上海结束，刚刚升入甲
级队的湖南省恒天九五桥牌队成为一匹耀眼的
黑马，勇夺男子甲级队亚军。
全国桥牌团体赛是全国桥牌两项最高级别
的赛事之一，男子组比赛分为甲、乙、丙3个级别。
由本土队员沈明坤/刘柱、王跃武/旷跃纲、刘立/
鲁亦平组成的湖南队赛前并不被看好， 但4天11
轮的循环赛结束后，湖南队以第二名的成绩闯入
半决赛，让行家大跌眼镜。更让湖南桥牌爱好者
振奋的是，湖南队在半决赛又以节分3比0战胜火
车头体协队，挺进决赛。
湖南队的决赛对手是强大的上海浦东队，
该队近年来风头正盛， 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最大
热门中建体协队。决赛中，湖南队略显紧张，最
终以12.5分之差输给上海浦东队。
近几年我省桥牌项目发展迅速， 湖南男队
参加全国比赛更是3年迈了3大步，2012年在湖
北宜昌从丙级升至乙级，2013年在上海升至甲
级，今年又获得全国亚军。

全场 31 脚 射 门 、15 次 打 正 ，“蓝 军 ”切 尔 西 仍 然 主 场 饮 恨 ！北 京 时 间 20 日
—
凌晨，1 比 2 爆冷负于英超垫底球队桑德兰后，蓝军的夺冠希望渺茫——

一场冷门，可能输掉整个赛季
本报记者 蔡矜宜

曼诺内制造斯坦福桥噩梦
20日凌晨的斯坦福桥球场注定
不属于切尔西！尽管90分钟内，埃托
奥、奥斯卡、托雷斯等“锋霸”对桑德
兰大门不断狂轰滥炸，但蓝军仅仅收
获1粒进球。
反倒是作客的“黑猫” 桑德兰
得到命运女神的青睐。 意大利门神
曼诺内的神勇表现， 将蓝军14次打
正的射门拦在了门线以外， 他也创
造了11年来英超单场扑救纪录。
除此之外， 本场比赛的主裁麦
克·迪恩也“帮”了桑德兰不少。他不
仅数次“漏掉”切尔西的疑似点球，还

在比赛最后阶段给了客队一粒极具
争议的点球。比赛第82分钟，桑德兰
的阿尔蒂多尔突入禁区后，在阿斯皮
利奎塔防守下摔倒， 麦克·迪恩判罚
点球，但慢镜头回放显示判罚具有争
议。尽管如此，蓝军旧将博里尼主罚
点球一蹴而就，桑德兰正是凭借这个
进球，最终从斯坦福桥带走了3分。
1比2负于桑德兰后，“狂人”穆里
尼奥执教切尔西连续77个主场不败
的光辉纪录就此作古。

蓝军恐一战输掉整个赛季
主场对阵
“副班长”桑德兰的比赛，
是切尔西在争夺英超冠军道路上的一
场重头戏。 蓝军若能够全取3分， 将给
“领头羊”利物浦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

不过，90分钟后， 带走3分的是桑德兰，
同时带走的还有蓝军的争冠希望。
本赛季的英超联赛竞争异常激烈，
榜首宝座经常易主。 经过大半个赛季
的大浪淘沙， 切尔西、 利物浦和曼城
成为争冠的三驾马车。 可让人意外的
是， 切尔西却在保级队身上意外翻船。
目前， 多赛1场的切尔西仍落后利物浦
2分， 同时仅比少赛2场的曼城多4分。
在这场争冠大戏中， 蓝军很有可能因
一场冷门， 而输掉整个赛季。
在联赛杯、 足总杯相继遭到淘
汰， 而联赛争冠也希望渺茫的情况
下，将重心调整至欧冠赛场或许是穆
里尼奥寻求突破的唯一选择。北京时
间4月23日凌晨， 蓝军将与马德里竞
技打响欧冠半决赛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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