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石家庄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董

智永 ） 记者

３０

日从石家庄市政府了解到 ，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三鹿集团）

２９

日已与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

司签订了租赁协议。

２００8

年

１2

月

3１

日 星期三

Ａ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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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近日在

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 要围绕强化官兵

精神支柱，大力培育“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

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

人核心价值观。

胡锦涛指出， 军人核心价值观对军人思

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 胡锦涛强

调，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

对领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

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 热爱人民，就是要

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永葆人民子

弟兵政治本色，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为人民无私奉献。 报效国家，就是要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把个人的前途命运

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坚决捍

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

的国家政权， 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献身使命，就是

要履行革命军人神圣职责，爱军精武，爱岗敬

业，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 崇尚

荣誉，就是要自觉珍惜和维护国家、军队、军

人的荣誉，视荣誉重于生命，自觉践行社会主

义荣辱观， 弘扬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

神 ，提高素质 、全面发展 ，争创一流 、建功立

业，贞守革命气节，严守军队纪律。

胡锦涛指出，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是反映我军

官兵与党、人民、国家、军队的关系以及我军

官兵相互间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

体现了我军优良传统、时代发展要求、官兵价

值追求的统一，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并大力加以倡导和培育。

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 报效国家 献身使命 崇尚荣誉

胡锦涛提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国土资源部等部门要求各地

保障扩大内需用地

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记者 魏武）记

者

３０

日从国家信访局获悉， 为进一步畅通信

访渠道， 经批准在国家信访局设立国家投诉

受理办公室，依据《信访条例》负责受理通过

电子邮件和信函提出的投诉事项。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开始试运行。

根据安排， 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目前专

题受理“三农”方面的内容。 信访人可以通过

国家信访局网站“网上投诉”栏目或致信国家

投诉受理办公室提出投诉事项。

具体事宜可登录国家信访局网站查询，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ｇｊｘｆｊ．ｇｏｖ．ｃｎ

。

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

新年起试运行

新华社宜昌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江时强

徐烨） 截至

３０

日

８

时， 三峡工程坝前水位已

降至

１６９．２２

米， 比

１１

月初三峡试验性蓄水完

成后的水位下降约

３

米， 释放库容近

３０

亿立

方米， 今年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超过

８００

亿

千瓦时。

记者从中国三峡总公司了解到， 从三峡

工程首台机组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投产至今， 初

步设计的

２６

台

７０

万千瓦巨型机组已全部投

产， 三峡电站已累计发电

２８７３.６

亿千瓦时。

由于长江已全面进入枯水期， 三峡上游

来水多日保持在

５０００

至

５３００

立方米

／

秒的状

态。

３０

日

８

时， 三峡入库流量为

５１００

立方米

／

秒， 出库流量

５２６０

立方米

／

秒， 三峡水库多

日来出入库流量基本持平， 三峡水库水位下

降趋缓。

３０

日上午， 三峡左右两岸

２６

台

７０

万千瓦

机组共有

６

台处于发电状态， 发电出力约

５００

万千瓦。

三峡工程自

９

月

２８

日零时开始今年汛末

的试验性蓄水进程， 从起蓄水位

１４５

米抬升

至

１７２．４

米， 共蓄水

１９３

亿立方米， 至

１１

月

４

日， 完成了

２００８

年试验性蓄水任务。

三峡电站全年

发电超800亿度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刘浦

泉） 北京市工商局

３０

日发出通知， 要求全市

工商部门立即组织开展对辖区内相关市场、

商场、 超市等商业企业销售的餐具餐盒商品

的检查工作， 核查销售商品的相关资质， 对

销售无证生产企业生产的密胺塑料餐具餐盒

的坚决予以查处， 并将其下架清出市场。

此前，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发布仿瓷 （密

胺） 餐具质量调查报告称， 从北京

８

个批发

市场购买的

１０

个仿瓷餐具样品， 经国家环保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单位检测， 结果只

有

５

个合格， 合格率为

５０％

。 不合格的仿瓷

餐具问题主要是甲醛含量超标和耐湿热性

差， 加热时会脱色、 变形。

针对餐具市场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工商

部门近期将对北京市场上销售的密胺塑料餐

具餐盒商品开展专项检查。 要求经营者建立

密胺塑料餐具餐盒商品进销货台账， 索证索

票， 提供相关商品的检测合格报告， 对于不

能提供检测合格报告的， 要求其停止销售。

据了解， 密胺塑料餐具是国家质检总局

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 目前全国共有

２３

家生产企业获得了生产许可证。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徐博

蒋旭峰） 国家质检总局负责人

30

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就日前媒体所报道的

仿瓷餐具有毒一事， 质检总局已组织检测机

构和专家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进行分析核

查。

仿瓷餐具市场问题突出

质检总局表示正组织对仿瓷餐具进行检测

据新华社台北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李凯

王妍） 台北地方法院于

３０

日凌晨

２

时

２５

分作

出裁决， 将前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羁押但

不禁见。 陈水扁时隔

１７

日再次被收押。

台北地方法院

２９

日

１４

时开庭， 审理陈水

扁羁押案。 合议庭经过

１２

个多小时的庭讯、

评议后认为， 陈水扁涉嫌重罪， 且有串证、

灭证、 逃亡之虞， 裁定陈水扁当庭收押但不

禁见。

陈水扁

３０

日

３

时

５０

分被押回到台北看守

所。

在庭讯之初， 陈水扁的律师曾声请审理

法官回避， 以阻止庭讯继续， 但未能奏效。

对于台北地院的裁定， 台湾检方特侦组

主任陈云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尊重法

院的裁定。

陈水扁再次被收押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王立

彬） 国土资源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国务院

１１

个部门近日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加强土地

规划统筹和计划调控， 加快用地报批和供

应， 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以及保障

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１１

部门的联合通知要求加强对扩大内需

各项建设用地统筹规划和计划调控。 各级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进新

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统筹近期建设

急需和长远可持续发展用地需要。 在严格控

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前提下，统筹安排新

增中央投资计划项目用地。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国土资源管理和发展

改革部门要统筹安排明后两年土地利用计

划， 在严格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基础上，

重点保障新增中央投资计划项目用地需要，

不得安排用于高耗能、 高污染、 低水平重复

建设和产能过剩行业用地。 要依法及时做好

扩大内需建设项目用地报批和供应。 新增中

央投资计划建设项目批准 （核准） 后初步设

计阶段， 要同时开展用地报批准备工作。

通知强调， 要严格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

用地。 要保障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严格履

行征地程序。 要按照确保被征地农民生活水

平不降低、 长远生计有保障的要求， 做好被

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工作。 要依法、 合理确定

补偿标准， 及时足额补偿到位， 未依法将有

关费用足额支付被征地村组和农民的项目，

不得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西宁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姜辰蓉 钱

贺进） 青海柴达木盆地将开工建设国内最大

的并网太阳能电站。 这项工程将在国内首创

采用非晶硅薄膜、 晶体硅混合的光伏电池方

阵， 项目首期投资金额约

１０

亿元人民币。

记者从青海省科技厅了解到， 青海省海

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与中国科技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新能源 （集团） 有限

公司日前在西宁市签署了关于在青海柴达木

盆地投资建设

ＧＷ

级大型并网太阳能电站的

合作协议书。 这意味着我国最大并网太阳能

电站将落户青海省柴达木盆地。

柴 达 木 太 阳 能 电 站 首 期 建 设 规 模

３０ＭＷ

， 首期投资金额约

１０

亿元人民币， 将

于

２００９

年内开工建设。 建成后， 柴达木太阳

能电站将成为目前中国最大的并网光伏电

站。 该太阳能电站规划总装机容量为

１ＧＷ

（

１０００ＭＷ

）， 在国内首创采用非晶硅薄膜 、

晶体硅混合的光伏电池方阵。

柴达木盆地将建我国

最大并网太阳能电站

三鹿与三元

签订租赁协议

据新华社石家庄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朱

峰）

３０

日上午， 耿金平、 耿金珠被控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 石家庄市检察院指控他们向

原奶中添加含有三聚氰胺的混合物并销售到

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处。

公诉机关提出， 耿金平、 耿金珠将含有

三聚氰胺混合物 （“蛋白粉”） 的原牛奶销售

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 被用于

生产婴幼儿奶粉等奶制品。 含有三聚氰胺的

婴幼儿奶粉流入全国市场后， 对广大消费者

特别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 生命安全造成了

严重损害， 应当以生产、 销售有毒、 有害食

品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又有两被告出庭受审

三鹿问题奶粉系列刑事案件

据新华社济南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张晓

晶）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面对就业难的形

势，有创业想法的大学生增多。 专家建议，大

学生创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有效渠道，

但应该事先做好几门“功课”，做到“有备而

来”。

山东建筑大学近日一项抽样调查表明，

多数人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 在社会新增就

业岗位满足不了新增大学生需求的今天，鼓

励大学生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紧张的就业形势。 但是，当前能够

实现自主创业的大学生还不多。 据初步统

计，

２００７

年， 济南市自主创业的毕业生仅有

３４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千分之一。

部分高校教师认为 ， 现在有创业想法

的大学生增多， 但对他们来说， 创业前应

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

利用兼职等机会进行大量的社会实践 ， 这

也是所有大学生创业者的一个共同点。

部分高校教师建议 ， 大学生应该慎重

选择创业方向， 低风险、 花费少 、 与自己

专业相近的项目更容易取得成功 。 他们认

为 ， 很多大学生创业只是一时突发奇想 ，

没有进行充分的市场分析， 走了很多弯路，

甚至认为年轻没有什么不可以， 觉得输得

起。 他们的创业生涯开始得快， 结束得也

快。 所以， 大学生创业应该做的第一件事

是实现创业风险最小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

专家建议

大学生创业

要“有备而来”

据新华社济南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记者 张晓

晶） 正当应届大学毕业生忙着四处投简历、

找工作时， 山东经济学院

２００５

级旅游管理

专业学生邵立成自己创业当上了老板。 短

短一个月， 他把卖烤地瓜的生意做得很红

火。 他说， 这个生意虽然不大， 但足可以

养活自己， 大学生就业其实路就在脚下。

日前， 记者来到位于山东经济学院对

面小街上的 “地瓜坊”， 邵立成和一位来帮

忙的同学正在忙着招呼顾客。 小店面积虽

然只有十几平方米， 却很有文化味， 墙壁

上张贴着 “地瓜的来源”、 “地瓜对人体的

益处” 等彩色海报。 与一般烤地瓜不同的

是， 邵立成用的是紫砂缸烤地瓜， 还试着

烤土豆 、 芋头和苹果 ， 为了环保和卫生 ，

采用无烟木炭而不是传统的蜂窝煤。

他对记者说， 今年下半年， 经济危机

使得原本就很严峻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 ，

在多次求职无果后 ， 他想干脆自己创业 。

他在山东聊城一家地瓜产品经营店参观之

后 ， 决定就做烤地瓜的生意 ， 本钱不大 ，

挺适合自己白手起家。

邵立成决定自己做老板，没有向父母要

钱，甚至没有跟父母打招呼，他向同学、朋友

借了

４

万元，又加上自己平时打工积攒的

１

万

多元，算是凑齐了开店的本钱。 他先在老家

青岛“试水”，生意不错，又到济南几个大学

周边考察，最后在自己学校对面的商业街上

开了一家小店。 邵立成说，开张一个多月来，

他体会到了创业的艰难和乐趣。 除了要创新

品种，还要搞促销、做宣传，后来看到考研的

同学没时间买饭，他又开始送“外卖”。 由于

他做事用心，生意很红火，开张第一个月，纯

利润就达到

５０００

多元。

邵立成是学生会干部， 多次拿奖学金，

父母一直期望他找一份机关事业单位的工

作。 他说： “以前与大多数同学想法一样，

也想去挤 ‘独木桥’。 创业后发现， 虽然有

风险， 但也是一种就业方式， 而且与机关

事业单位比起来， 个人创业需要会经营管

理， 与各种人打交道， 更具有挑战性。”

“当前就业形势不好， 但我身边很多同

学找工作都比较挑剔，也有一些同学有创业

的想法，但都是想想而已。 其实，只要有勇气

迈出第一步，一切都会好起来。 ”邵立成说。

卖烤地瓜

———一名大学生的创业故事

图为邵立成 （左） 在包装顾客挑选好的商品。 新华社发

展望

２００９

， 围绕教育、 医疗、 社保、 就

业 、 住房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热

点， 从中央到地方传递出的 “更大力度改善

民生” 信号给人们带来更多温暖和信心。

教育：保障优先发展

教育一向是民生投入的重点。 近期举行

的教育部

２００９

年度工作会议透露，

２００９

年国

家将出台更多举措支持发展农村地区、 边远

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教育， 加快推进中西部

地区农村初中校舍改造建设和发展农村中等

职业教育。

另一方面， 作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一

项重要政策措施，

２００９

年我国还将进一步增

加教育基本建设投入。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积极财政政

策下， 财政部门在

２００８

年免除城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杂费等政策基础上， 明年将进一

步增加教育投入， 并继续做好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资助工作， 保障教育优先发展。

医疗：百姓期待从医改中获益

随着

２００８

年备受关注的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百姓期盼

２００９

年能从不断深化的医改中获得更多实惠。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 明年我国将

全面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并进一步扩大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 着力解决各

类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员参加医

疗保险问题。 具体措施包括多渠道筹资， 努

力解决各类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退休人

员参加医疗保险问题， 实行退休人员医疗保

险属地管理， 其保障待遇与单位缴费脱钩。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提出， 将继续调

整失业保险金标准和工伤保险待遇， 降低医

疗保险基金起付线或提高封顶线， 以提高保

障水平。

社保：城乡低保“应保尽保”

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是明年社保工作

的重中之重。

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２００９

年农村要

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农村低保，

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为此明年中央将增加中

央低保补助资金， 各地财政也会相应增加资

金投入。 此外，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我国将调

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调整的水平，按

照当地

２００８

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

金的

１０％

左右确定，调整时将继续向退休早、

基本养老金相对偏低的人员等倾斜。

就业：更加积极的政策

保就业形势稳定

促进就业无疑是明年政府面临的一大民

生考验。 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中央

农村工作会议都着重部署了农民工就业问

题， 除了广开农民工就业门路， 加强农民工

就业能力培训外， 还将多方面开辟 “绿色通

道” 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大学生就业方面， 教育部表示， 将与有

关部门联合采取四项措施拓宽毕业生就业渠

道。 包括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和艰苦边远

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加大力度落实部队征兵

主要面向各类院校毕业生的新政策； 明年招

募约

３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西部 “两基” 攻坚

县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等。

企业就业方面，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三部门发布了 《关于采取积极措施减轻企业

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 出台

允许困难企业在一定期限缓缴社会保险费等

五大举措 。 据预测 ， 如果这些措施落实到

位， 可在确保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水

平不降低的前提下， 为企业降压减负上千亿

元， 稳定上千万个企业职工就业岗位。

住房：加快建设保障性住房

继中央出台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 提出争取

用

３

年时间基本解决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住房及棚户区改造问题。

２００９

年是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关键一

年。 根据国务院部署，

２００９

年我国计划解决

２６０

万户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

题； 解决

８０

万户林区、 垦区、 煤矿等棚户区

居民住房的搬迁维修改造问题。 预计

２００９

年

到

２０１１

年， 全国平均每年新增

１３０

万套经济

适用住房。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２

月

３０

日电）

更大力度改善民生

———展望2009年

民生新实惠

新华社记者 韩洁 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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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赵天仁老人领到乡政府送来的扶贫黄牛， 乐得合不拢嘴。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