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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姜瑜
!"日宣布!应奥地利共和国总统菲舍尔"二十国集团
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邀请# 国家主席胡锦涛

将于 #$月 %$日至 ##月 &日对奥地利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在法国戛纳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六
次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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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北京市委联合举办的中央
宣讲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首场报告会&!"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作了报告$

为推动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的热潮&根据中央要求&中宣部会同中央有关部
门组成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
讲团$

雒树刚的报告&围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了深入讲解$报告回
顾总结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
取得的显著成就& 分析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 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的基本内涵和要求& 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的战略目标和到 !$!$年的奋斗目标&阐述了推进
文化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报告坚持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
结合&系统透彻%深入浅出&在现场听众中引起热烈

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要按照中央的要求&深入学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把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
精神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为全会确定的文化改革发
展各项任务而奋斗上来$

中央宣讲团成员& 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精神研讨班与会同志&在京党政军机关干部&中央
企业负责人和高校师生&约 %$$$人参加报告会$

据了解& 参加这次宣讲活动的中央宣讲团成员
有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雒树刚& 中央宣传部副部
长%中央外宣办主任王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
部部长蔡武&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电总局局长
蔡赴朝&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工业和信息化部部
长苗圩&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
杰&新华社社长李从军&黑龙江省委书记吉炳轩&安
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三运&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
晖&科技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王志刚&文化部副部
长杨志今&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李伟&新闻出版总署
副署长蒋建国等 #'位同志$

中央宣讲团在京举行首场宣讲报告会后& 将于
#$月 !(日起赴全国各地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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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记指纹信息的二代证仍有效
e!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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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ñ" 记者从正在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获悉& 关于修改居民身份证法的决定
草案建议表决稿拟交付 !(日举行的闭幕会表决$ 与
!&日提交初审的修正案草案相比&'建议表决稿(又
作出 %项重要修改&内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新
证换领和指纹信息登记等& 充分体现对公民权益的
尊重和保护)

!&日&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听取了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受国务院委托作的关于
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为了加强对公民
个人信息保护&修正案草案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泄
露公民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不构成犯罪的&予以治安拘留&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记者发现& 与修正案草案初审稿相比&'建议表
决稿(还作了 !项重要修改)

一是修正案草案初审稿将原来法律规定的'公
民姓名变更(应当申请换领新证&修改为'居民身份
证登记项目信息变更(应当申请换领新证&经慎重
研究&'建议表决稿(又将这一规定改了回去) 有常
委会委员提出&我国目前人口流动量大+住址变动
频繁&如果按照修正案草案规定&包括住址在内的
身份证登记项目信息发生变化都要换领新证的话&

可能给群众造成不便& 也增加管理机关的工作负
担&还是原来的规定比较妥当$ 法律委员会经研究

采纳了这一意见$

第二处重要修改是& 明确了没有登记指纹信息
的二代身份证在其有效期内仍继续有效$ 这次居民
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身份证登
记项目中增加指纹信息$ 在审议过程中&有常委会委
员提出&为真正落实指纹信息登记的自愿原则&防止
出现有的国家机关以及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
等单位& 只为登记指纹信息的持证人提供相应服务&

而对没有登记指纹信息的持证人不提供服务的情况&

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防止'倒逼(持证人办理指纹信息
登记&有必要在法律中明确&没有登记指纹信息的二
代身份证&在其有效期继续有效$ 根据常委会组成人
员审议意见&'建议表决稿(中增加了相应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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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供、限购”背后谁是推手？
近期&我国安徽%江苏%湖北%山东等地柴油供应

紧张形势凸显&在供求失衡%'批零倒挂(等因素交织
下&众多民营加油站陷入断供%限购等尴尬境地&引
起社会关注$

此次'油荒(是常态还是反常, 民营加油站闹'油
荒(的根源何在, 如何跳出'油荒(怪圈, 为此&'新华
视点(记者深入各地追踪采访$

F������������

'怎么一降价就没有柴油了呢, (--近一个月
来&在一些民营加油站里&消费者怨声四起$

记者近日在安徽部分民营加油站采访发现&想
要加到柴油确实比较难$ '跑了四五个加油站&才加
了 #$$块钱柴油$ (合肥市长江西路一加油站旁的货
车司机程诚说&要是再加不到足够的油&运输的生意
恐怕要'歇菜($

自 #$ 月 ( 日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下调后&江
苏%湖北%内蒙古等地部分加油站便停止供应柴油或
者限制供应量$ 尽管山东市场有地炼油源作为补充&

但受'批零倒挂(因素影响&省内多家加油站即将面
临'断炊(窘境$

'往年曾出现过.油荒/&但今年形势最严峻&特
别是民营加油站&已成为消费者口诛笔伐的.油荒/

制造者)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会长赵
友山说& 在全国 ()'万家加油站中& 民营加油站约
&)&万家& 目前有上万家民营加油站出现柴油断供
现象)

虽然此次'油荒(波及范围广&但也有不少地方
尚未受到侵扰) 记者走访广州数家民营加油站后发
现&该地区没有发生'无油可加(现象) '今年我们柴
油供应一直比较平稳) (位于广园东路的金贵加油站
站长罗帝康说)

此次'油荒(除呈现区域性特征外&国营+民营
凸显出'冰火两重天(迹象) 在柴油供应形势严峻
的省份&民营加油站纷纷出现断供+限购&但国营
加油站却随到随加) '柴油供应正常& 未出现断
油) (这是记者走访合肥多个国营加油站中听到最
多的一句话)

赵友山表示&目前'油荒(算不上全国性的供油
紧张&但主要在民营加油站出现&耐人寻味)

���������� ���

部分民营加油站为何出现没油可加现象,

最近有关人士表示&主营炼厂连续检修+北方地
区因降温换油+秋季农业用油增加等因素&共同催生
了'油荒(现象)

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上述因素确实对柴油供
应造成影响&却并非民营加油站遭遇'油荒(的主因)

此次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下调之后& 批发市场供应

价格依然维持高位& 安徽+ 上海等地柴油价格出现
'批零同价(甚至'批零倒挂(现象&民营加油站售油
的意愿严重受挫)

'柴油卖得越多&亏得就越多) (民营石油公司中
太石化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冯念江说&'批零倒挂(

使得大多数民营加油站销售柴油是亏损的) 他算了
一本账!目前每卖一升柴油&加油站要亏损 !毛钱*

卖一吨柴油&加油站要亏损 !$$块钱)

成本高而利润低& 促使很多民营加油站不得不
关掉零号柴油加油机) '没办法&我们进一吨柴油&至
少比国营加油站高几十块&现在零售价还降低了&这

油哪敢卖啊0 (安徽芜湖市九华南路的一家民营加油
站老板霍修伟无奈地说)

国内加油站价格监测网站 '油客网( 总经理
邢瑞松说& 主营单位对柴油限量销售的策略&造
成市场上柴油批发价格居高不下&民营加油站生
存困难) 不少民营加油站买不到柴油&也买不起
柴油)

针对民营加油站的质疑& 中石化广东分公司有
关人士并不认同) 他表示&在市场油量出现供应短缺
时& 大型油气企业的首选是把油供给自己旗下的加
油站&以确保市场供应) '一见市场短缺&不良民营加
油站就会唯利是图&得到油也不卖&而是囤起来伺机
卖高价&但几大石油集团都会把1保供/的政治责任
和社会责任排在第一位) (

¡¢£¤��¥�¦§¨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缓解目前出现的'油荒(&中
石油和中石化正积极筹措柴油资源& 以稳定供应秩
序) 中石油 #$月份已陆续向四川+内蒙古+新疆等资
源紧张地区调入成品油 #&'万吨& 近日最新一批 &

万吨进口柴油已投放市场) 中石化加油站 #$月份日
均零售量达到创历史新高的 !")&万吨& 且目前公司
炼油能力已全部开满)

尽管目前中石油和中石化采取了一些弥补措
施&但接受采访的消费者却纷纷提出质疑!为什么要
等到民营加油站断供+限购时&两大巨头才'出手(相
助&事前为何没有预防, 没油可加对消费者造成的损
失&由谁来承担责任,

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表示& 近年来
频频爆发'油荒(&无不与成品油调价相关) 在政
府定价下&调价屡屡和国际市场环境背离&加之
调价依据不透明+消费者缺乏知情权等&说明我
国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尚不完善&相关改革迫
在眉睫)

韩晓平建议& 目前成品油市场的定价方式只是
权宜之计&需要逐渐过渡到以市场定价为主+政府指
导性定价为辅) 同时&应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成品油
应急储备体系&充分保障市场供应)

'纵观这几年的.油荒/&最先都是由民营加油站
断供+限购开始的&这也暴露出民营加油站生存环境
的脆弱) (赵友山表示&从成品油产业链的生产+批发
和流通环节来看& 尽管民营加油站占据销售终端的
半壁江山&但由于不掌握油源&难以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地位)

有关专家呼吁&为促使民营加油站跳出'油荒(

怪圈&应开放原油进口权限&同时打破垄断企业对上
游资源的垄断&力促市场竞争主体多元化) 舍此&别
无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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