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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含氢氯氟烃(HCFC)生产
行业淘汰计划14日正式启动。多边
基金执委会批准中国HCFC生产行
业淘汰计划资金最高达3 . 85亿美
元，是迄今为止批准的最大项目。
通过该计划的实施，到2030年前，
我国将累计减少约430万吨HCFC
生产和排放。

HCFC是目前剩余的主要消耗
臭氧层物质之一，也是强效的温室
气体。

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HCFC
生产国、使用国和出口国。2010年，
我国HCFC的受控用途生产量44 . 5
万吨，占全球的78 . 5%，发展中国家
的90%；使用量29 . 8万吨，占全球的
48 . 4%，发展中国家的53 . 7%。

(新华)

含氢氯氟烃生产行业
淘汰计划正式启动

8月28日13时22分，云南西双版
纳州勐腊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群众报警称：勐腊县北路某住宅内
发生一起命案。接警后，勐腊县公安
局迅速调集警力赶赴现场，在该住
宅内发现5具遗体。经核实，5名死者
为张某某及其妻子、女儿、女婿和外
孙女。

案件发生后，西双版纳州公安
机关迅速抽调警力成立“8·28”案件
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根
据现场提取的痕迹物证最终确定犯
罪嫌疑人冉某，为被害人张某某的
姐夫。

2013年9月7日，专案组将犯罪
嫌疑人冉某成功抓获，并在其家中
查获被害人的黄金项链及现金。经
审讯，犯罪嫌疑人冉某交代，8月27
日22时30分，为图谋钱财携带作案
工具进入被害人家中，先将张某某
妻子杀害，后将陆续返回家中的张
某某和家人分别杀害。

据介绍，目前，犯罪嫌疑人冉某
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新华)

云南一家五口被杀
嫌犯被抓获

“根据目前的长势估计，今年这
棵梨树挂果将近3000斤。”在烟台莱
阳市照旺庄镇鹿儿港村西的梨园
里，68岁的果农王立崇骄傲地指着
一棵梨树说。

据介绍，这棵梨树树龄已有421
年，是王老汉年龄的6倍，是整个莱
阳梨主产区最大的梨树。在日前当
地政府组织的梨树评选中，这株梨
树在树龄、产量、品质等方面占据绝
对优势，被评为“梨园王”，将作为今
年莱阳梨文化节的新星重点推出。

(新华)

莱阳421岁梨树
被封“梨园王”

社会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3日说，将
“将错就错”，允许购买“零”元机票
的乘客登机。

美联航电脑网络12日发生故
障，在网站上标出零价格机票，持续
数小时。

美联航拒绝披露售出多少张免
费机票和损失金额。

下周打算坐飞机的旅客占了大
便宜，比如，下周末从休斯敦飞往华
盛顿的机票正常价格为877美元。

航空公司偶尔错标机票价格，
通常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标价是否有
效。美联航13日说，“鉴于这次事件
的特定情况”，承认“乌龙”票有效。

(新华)

美联航承诺
兑现“乌龙”机票

韩国和朝鲜红十字会13日就
本月晚些时候的离散家属团聚交
换名单，以便对方帮助核实最终可
以参加活动的人选。

韩国和朝鲜商定，今年中秋节
即9月25日至30日在朝鲜金刚山举
行南北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双方将
各有100人参加。朝韩红十字会13
日上午在板门店互换潜在候选人
名单。

大韩红十字会说，他们将在本
周末联络那些可以参加团聚活动
的人，以便16日向朝方提交最终
100人名单。红十字会一名官员说，
老人和直系亲属可能会获得优先
权，“落选”的人将可以参加定于今
年11月的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新华)

朝韩为离散家属团聚
交换名单

11日，2013年诺贝尔奖北京论
坛继续举行，2006年经济学奖得主
埃德蒙·菲尔普斯提出自己的观点，

“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
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
的浪费。”

“年轻人争做公务员”所构成的
“浪费”，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
上的“浪费”，更是一种政府公共服
务和公共权力配置监督上的“不到
位”。改变这种“浪费”，须让公权力
真正归位，进而让公务员职业最终
回归为一个普通正常的社会职业，
一个既遵循“优胜劣汰”的正常职业
逻辑，也同时享受“统一平等”的正
常职业待遇，无法凭借“灰色收入
多”“待遇福利优”来吸引人的普通
饭碗。 (《扬子晚报》)

让公务员职业回归正常

在湖北省建始县本地论坛，
该县水利水产局这两天成为焦
点：对网友发帖请求公布自来水
检测报告，该局回复时称近期将
有“全面真实的报道”，同时表示
若有人故意歪曲事实，“网络上的

‘秦火火’将是最生动的教训”。这
条回复被网友普遍质疑是在威胁
发帖人。

用“秦火火”威胁民众，暴露权
力骄纵。其一，拒绝公民监督，言外
之意，你要是不老实，不听话，让你
像“秦火火”一样没有好下场；其二，
便于推卸责任，你不是要求我公开
检测报告吗，我就赤裸裸地警告你，
息事宁人的目的达到，我便无责。拿

“秦火火”说事，可怕之处在于，通过
恐吓来瓦解公民的合法权利，权力
骄纵至此，令人担忧。

(《法制日报》)

用“秦火火”威胁民众
是权力骄纵

根据国家海洋局网站发布的消
息，9月14日，中国海警2350、1115、
2112、2506舰船编队分成两组在我
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对我钓鱼岛主
岛、黄尾屿、北小岛、南小岛等附近
海域进行了全面巡视，并依据我国
有关法律法规对发现的日方侵权船
只进行喊话驱离。 (新华)

中国海警舰船编队
在钓鱼岛海域宣示主权

时政

9月14日，黑龙江省残联第六次
代表大会闭幕，大会选举“最美女教
师”张丽莉为黑龙江省残联第六次
代表大会主席团副主席、省残联执
行理事会副理事长。

张丽莉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
十九中学教师，在2012年5月8日的
一次交通事故中，她为救学生而受
重伤，致使双腿截肢。她的事迹感动
了社会，被人们誉为“最美女教师”。
同年10月16日，张丽莉在黑龙江省
残联第五届主席团第三次会议上被
增选为第五届主席团委员、副主席。

(新华)

最美女教师张丽莉
当选省残联副理事长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宣
传部门获悉，14日下午1时23分，北
仑区公安110指挥中心接警，在北仑
区九峰山景区“九峰之巅”山顶发生
游客爬山躲雨时遭雷击事件，当地
政府第一时间启动紧急预案，公安、
消防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救助。截至
记者发稿时，事故造成1死16伤。

据了解，事情发生在下午1点
多，当时一记强雷击中山顶的亭子，
坠石击中正在躲雨的游客。一名游
客当场死亡，其余游客不同程度受
伤。 (中新)

游客山顶躲雨遭雷击
造成1死16伤

高三学生不满管理
杀死班主任

9月14日，江西抚州临川二中发
生一起命案，该校高三学生雷某因
不满班主任孙某的严格管理，产生
积怨，将其杀害。

案发后，江西抚州临川区政法、
公安部门和学校主管部门的主要领
导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布置案
件侦破和缉凶工作。截至发稿时，嫌
犯在逃，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捕。

(人民)

14日上午11时10分左右，上海
市公安局交警总队高架支队民警
执勤时发现一男子从延安路高架
凯旋路上匝道步行至地面，并挥舞
着尖刀拦截过往车辆、敲击车辆玻
璃窗。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报
后即指令特警、巡警等赶赴现场处
置。当该男子正准备持刀袭击过往
骑车群众时，民警果断开枪击中该
男子腿部将其控制。现该男子已被
送往医院救治。现场无其他人员受
伤。相关案情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新民)

男子持刀欲袭行人
被警方开枪击伤

河北威县常屯乡南大城小学被
爆为保证联考好名次强制学生留
级，记者14日从威县有关部门获悉，
涉事校长被免职。

近日，网络上一个《一年级学生
被强制留级为哪般？》的报道引发关
注。报道称河北威县常屯乡南大城
小学为了提高高年级生源质量，保
证学校在校区联考中取得好的名
次，竟然强制学校一年级部分学生
留级复读。

据了解，媒体曝光此事后，威县
教育局成立了调查组核实，对留级
的学生逐一核实出生日期。调查组
发现，确实存在有学生被留级情况。
目前，7名被留级一年级学生已全部
升入二年级。学校校长因违反《义务
教育法》相关规定被免职。

(新华)

河北一小学强制学生留级
涉事校长被免职

安徽霍邱县一村的10岁男童郑
郑(化名)误将可乐瓶中的硫酸喝
下，昏迷不醒，嗓子严重烧伤。13日
上午，当地医院急救人员联手合肥
市120急救中心，近200公里爱心接
力，将被烧伤的郑郑送到了绩溪路
安医附院抢救。目前，郑郑暂时脱离
生命危险。

“妈妈，救我！”13日7时许，当汪
女士喂猪回家后发现，郑郑躺在1楼
地板上，神志不清，嘴部肿得老高，
身边还躺着装有硫酸的可乐瓶。“满
满一瓶全是硫酸，孩子至少喝了100
毫升。”

得知郑郑的情况，当地医院建
议汪女士立即将孩子转送至省城医
院救治。

安医附院夏医生介绍，刚到医
院时，郑郑的嘴已经肿得老高，口腔
烂得厉害。少量硫酸还流入了食道，
腐蚀也很严重。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
治，郑郑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暂时脱
离了生命危险。 (中安)

男童误将硫酸
当可乐喝下

9月12日22时08分，在四川遂宁
市蓬溪县广电局旁的道路上，一辆
宝马车，为了避让突然蹿出来的小
狗，不小心撞上了道路一侧的住房，
引起车辆起火燃烧。所幸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

当消防官兵赶到现场时，一辆
小轿车被熊熊烈火包围，附近被火
光照得通红。现场有大量围观群众，

“太可惜了，一会儿工夫这车就报废
了”。

据宝马司机介绍，车是找朋友
借的，价值30万左右。为了避让突然
蹿出来的小狗，猛打方向盘。由于紧
张，只注意到一侧的鱼塘，不小心就
撞上了另一侧的住房。不一会车身
便起了火，他便立即使用灭火器进
行灭火，但是毫无效果。“我并不后
悔车成了这个样子，毕竟(小狗)也
是一条生命。” (《华西都市报》)

宝马车为避让小狗
撞上房屋自燃

印度主要反对党人民党议会
委员会13日任命纳伦德拉·莫迪为
该党2014年总理竞选候选人。

现年63岁的莫迪是印度国内
的“政治明星”，被视为明年总理竞
选的热门人选。他讲求实干，连续
三届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

在他的带领下，古吉拉特邦经
济增长率创各邦之最，基础设施建
设和吸引外国企业投资尤为突出。
莫迪在获得提名后说，他对人民党
全体同仁表示感谢，将为人民党赢
得2014年竞选不遗余力。

为民众所诟病的是，他具有印
度教民族主义倾向，没能妥善处理
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暴乱，导致数
百名穆斯林死亡，但他本人拒绝为
此事道歉。 (新华)

印度反对党
推“政治明星”竞选总理

韩国检察总长蔡东旭13日因婚
外情和私生子传闻辞职，同时坚称
清白。在野党认定他遭执政党“陷
害”。

韩国《朝鲜日报》6日报道，蔡东
旭1999年结识一名女子并保持婚外
情近10年，2002年生下一名私生子。

蔡东旭说报道不属实，打算起
诉《朝鲜日报》，甚至作遗传基因检
测以证清白。

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法务部长
官黄教安下令调查婚外恋传闻，认
为“迫切需要维护检察部门稳定并
尽快查明事实”。

韩联社报道，这是法务部长官
首次因私人事件下令调查检察总
长。 (新华)

韩检察总长
因婚外情报道辞职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宇宙航空
研究开发机构14日14时(北京时间
13时)，在位于鹿儿岛县的内之浦宇
宙空间观测所发射了第一枚“艾普
斯龙”号新型固体燃料火箭。

“艾普斯龙”号火箭是2006年
停止使用的日本国产固体燃料火
箭M5的后续型号。它比M5更小，是
一种小型火箭，全长24米，重约91
吨，能将重约1 . 2吨的卫星发射到
高度约数百公里的低轨道上。

(新华)

日发射新型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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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瑞安仙降街道两名
干部徐某和叶某在市区某KTV包
厢互殴，造成恶劣影响。9日上午，瑞
安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徐某
的仙降街道党工委委员职务，责成
仙降街道免去叶某的党政办主任职
务。

这起干部互殴事件中，官方的
回应有众多地方让人费解：首先两
干部因何原因互殴，在官方的回应
中只字未提；其次因互殴被免职，也
让人生疑；再者，官方的回应和互殴
干部的说法也互相矛盾。官方回复
是因为互殴被免职，而互殴的两干
部对此却说法不一。到底谁在说谎，
期待有关部门公开调查结果，给公
众一个说法。至少，不能免职了事！

(长江)

官员KTV互殴
切莫免职了事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9月10日，今年北京单价
每平方米5万元以上的高端住宅类
物业签约套数已经达到了1635套，
总面积达到了35 . 7万平方米。这两
项统计数字均创造了近五年的历史
新高。

据介绍，随着楼市逐步升温，北
京高端项目成交也开始活跃。根据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的统计，从
2009年至2012年，北京单位5万元以
上高端物业成交量分别为270套、
1006套、953套和1367套。今年以来
成交均价超过5万元的住宅项目已
经达到了33个，而在2012年只有27
个。 (新华)

北京高端住宅类物业
成交创历史新高

“跨界扶贫”
难掩官德贫困

近日，不少司机向记者反映，
辽宁大连瓦房店市运管所在车辆
年检时，向司机征收“扶贫款”，迄
今已连收3年。运管所所长朱德利
回应称，“扶贫款”是根据瓦房店
市委市政府在全市开展“慈爱月”
活动的文件精神收取的，司机是
自愿的，运管所“没强制”。对此，
有司机表示，在年检时“搭车”收
费，无异于逼捐强捐。

运管所在年检时，“跨界”担起
了“扶贫之职”，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无论是真扶贫，还是假借“扶贫”之
名，干“乱收费”之事，都折射出一些
部门权力运行的失范，以及某些政
府工作人员官德上的“贫困”。如此
巧立名目地乱收费，更暴露出一些
干部贪婪成性的本质。这样的“跨界
执法”、“违规收费”，很显然是某些
官德“贫困”的干部在玩弄权术、以
权谋私，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
视。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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