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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 在确
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克
拉

!

气田" 迪娜
!

气田等西气东输一线工程
近日多措并举! 上调产量! 为下游亿万用户
#加气御寒$%

入冬以来!受多股冷空气影响 !北方大
面积降温!西气东输下游用气量明显增加&

据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介绍! 为帮助管
道沿线省市抵御可能出现的气象灾害 '确
保居民用气! 油田提前制定了详细的供气
方案! 西气东输一线下游日供气量已由今
年

"

月的
#"$$

万立方米提高到目前的
%!$$

万立方米!增加了三成多&

!"

月
#

日!河北省邯郸市

邮政局工作人员展示即将发行

的 "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

年#纪念邮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将于

!"

月
$

日发行"现行宪法公布

施行三十周年% 纪念邮票
!

套

!

枚!面值为
!%"&

元$

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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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

诚 徐松"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表示!希
望新加坡妥善处理中国籍公交车司机案&

中国外交部和驻新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事
件进展!与新方保持沟通&

洪磊是在此间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作出上述表示的& 据他介绍!中国驻新加坡
使馆领事官员

'(

月
&$

日和
(!

月
(

日对
被捕和即将被遣返的中方人员进行了领事
探视&

(!

月
!

日!被遣返的
!"

名中方人员
已安全回国&

新加坡初级法院
&

日以(非法罢工$的罪
名判处一名在当地工作的中国籍公交车司机

)

周监禁!这是第一名因卷入(集体请病假$

事件而被判入狱的中国籍司机& 其他
*

名因
此被捕的中国籍司机将于

)

日出庭受审&

因对雇主在调薪问题上的区别对待不
满! 供职于新加坡公共交通运营商

+,-.

的中国籍公交车司机中有
(/(

人在
((

月
0)

日集体请病假& 初步协商后!

0/

日仍有
11

人未复工! 不过在新加坡人力部和中国
大使馆等各方努力协调和沟通之后!

01

日
司机全部复工&

(中国外交部高度重视此案!将继续密
切关注事件进展!与新方保持沟通& $洪磊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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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

诚 杨依军"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表示!

中非经贸合作没有妨碍任何第三方同非洲
开展合作! 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社
会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

洪磊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
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示的&

有记者问) 法国财长莫斯科维奇日前

在科特迪瓦称!中国在非洲存在日渐扩大!

法公司须与中国公司展开竞争! 扩大在非
存在&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非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合
作!有力地促进了中非双方的共同发展%中非
经贸合作也是开放'包容的合作!没有妨碍任
何第三方同非洲开展合作! 并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了国际社会加大对非关注和投入%

!"

月
#

日!新疆各界干部

群众聆听宣讲$当日!中央宣讲

团党的十八大精神报告会在乌

鲁木齐市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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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星期二 !"#$

!"

值班主任
'

黄 娟 主编
(

张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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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孙铁

翔"记者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为进一步
解决群众反映办证难的突出问题! 国家人
口计生委

&

日专门下发通知! 就全面公开
服务事项'切实简化办证流程'解决流动人
口等人群办证难问题'加强服务窗口建设'

强化责任落实和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大主动公开力度!

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计划生育证件的办理
依据'条件'程序'时限'需要提交的全部证
明材料的目录'申请表式样'是否收费'服
务承诺等信息在网站' 办事场所等进行公

开!使群众了解服务内容和流程%

同时!要进一步精简群众办理计划生
育相关证件时所需材料 % 对材料不齐全
的!要一次性书面告知当事人需补齐的全
部材料%对于办理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
+登记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流动人口
婚育证明或者出具婚育情况证明等!符合
办理条件且材料齐全的!即时办理% 户籍
所在地在为群众办理再生育服务证时!要
简化程序'方便群众% 申请人无法亲自办
理计划生育相关证件的!可以委托他人代
办% 对有特殊困难的群众!要主动上门办

理% 在办理相关证件过程中!要注意保护
当事人的隐私%

此外!流动育龄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

现居住地乡+镇,'街道均有责任为其办理
第一个子女生育服务证+登记,!并实行首
接责任制% 户籍所在地要落实源头管理责
任! 为流出人口办理婚育证明或出具婚育
情况证明材料% 对于流动育龄夫妻因长期
或多次'多地流动无法证明婚育状况'信息
核实确实存在困难等特殊情况! 受理地可
依据当事人的承诺! 为其办理生育服务证
+登记,% 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要加强协

调沟通! 履行信息核查责任! 不得相互推
诿% 要切实解决同一城市内人户分离'集体
户口等人群的办证难问题%

通知指出!在县'乡镇+街道,政务大厅
设立计划生育便民服务窗口! 实行集中办
证% 没有政务大厅的!人口计生部门要设立
便民服务窗口!方便群众办证% 同时!要主
动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通过#

(0&%)

$阳
光计生服务热线等渠道! 及时处理群众反
映的问题% 要加强监督检查!对推诿'拖延
或拒不办理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领
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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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中国民航

局向华欧航空培训中心颁

发新
)#"&

全动模拟机

&

*#+

'验收合格证$ 这是

中 国 第 一 台 可 支 持

)#"&,-.

飞行训练的模

拟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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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责

人近日接受新华社记者访谈

时表示# 将研究推动将公民

交通安全违法记录与个人信

用$保险$职业准入等挂钩#

引起广泛议论# 焦点是在当

前情况下挂钩的合理性问

题%

在我国机动车持续快速增长的大背景

下#道路通行的矛盾更加突出#事故更加易

发多发% 今年前
!"

个月#全国仅因违反道

路标志标线肇事导致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

交通事故就有
#$%

万余起#造成超过
&$'

万

人死亡% 加强道路安全治理#保护公民生命

财产安全#极为迫切%

应该看到# 多发的交通事故和尖锐的

道路矛盾背后#情况极为复杂% 这其中既有

酒后驾车$恶意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也存

在交通标志不醒目$ 设置不合理等导致违

法% 对恶意违法行为实施严厉惩治#公众都

会赞成# 但将与交通管理有关的轻微违法

行为挂钩个人信用还待论证%

各地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各

异#不少地方的道路交通标志仍不完善#成

为行人和车辆违法的重要诱因% 据不完全

统计#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公

安交管部门就排查出存在问题的交通信号

灯
($(

万组%至于还有多少类似标志需要清

理#尚不得而知%

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

也是个问题% 媒体不时曝光

的交通违法乱罚款# 以及社

会上一直盛传的违法&铲分'

等问题# 说明执法部门在执

法方面还存在不足% 在提高

管理科学化水平的同时提高

执法水平$实现公平执法#做

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减少

交通违法现象$维护交通安全的有力保障%

交通秩序需要公众共同维护% 只有广

大公民对相关法律内化于心# 才能外化于

行#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如何既着眼于公众

接受程度#又着眼于法治化管理水平#考验

着有关部门的智慧#更值得全社会深思%

记者 李代祥 张建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最高检下发通知要求及时审查和处理涉嫌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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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记者陈菲
*

最高人民
检察院近日下发通知! 强调
各级检察机关要及时审查和
处理涉嫌渎职侵权违法犯罪
案件线索! 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
法干预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

坚决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

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与
纪检机关的沟通联系!密切在查处渎职侵权
违法犯罪案件中的协作配合! 采取多种形

式!动员和组织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各级党
员领导干部积极同渎职侵权违法犯罪行为
作斗争% 要认真落实解释的各项要求!对发

现的非法干预查处渎职侵权
违纪违法案件线索! 及时移
交纪检机关! 对纪检机关移
送的涉嫌渎职侵权违法犯罪
案件线索! 应当及时进行审

查和处理!绝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
干预渎职侵权违法犯罪案件查处工作!坚决
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

美国会参院(

"&!#

财年国防授权法)修正案涉钓鱼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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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

诚"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中方对美国国会参议院#

0$(&

财年
国防授权法$ 修正案涉钓鱼岛问题表示严
重关切和坚决反对%

有记者问) 美国会参院近日通过#

0$(&

财年国防授权法$修正案% 该案称美对钓鱼
岛最终主权不持立场!但承认日方对该岛屿
的行政管辖权!任何第三方单方面行动均不
会影响美国上述立场%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
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国对此拥有无
可争辩的主权% -美日安保条约.是冷战时
期的产物!不应超出双边范畴!不应损害第
三方利益&

(美方曾多次表示在中日领土争端问
题上不会选边站队! 希望美方从本地区和
平稳定大局出发!言行一致!不要发出自相
矛盾的错误信号! 多做有利于本地区和平
稳定的事情& $洪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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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诚

刘华"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

日表示!在经贸
问题上责难中国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美方应多做有利于中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洪磊是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做出上述表态的&

有记者问 )据报道 !

((

月
&$

日 !美国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负责人致信奥巴马政府高官 !在

(0

月中
美商贸联委会召开前就两国经贸问题表
达关切 !称中国继续背离市场化改革 "经
济日益被国企控制 " 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提供补贴 "奉行经济保护主义 &中方对此
有何回应 *

洪磊说 !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
利共赢 !双方应本着互谅互利 "平等协商
原则妥善处理分歧 ! 责难中国解决不了
美国自身的问题 & 美方应多做有利于中
美互信与合作的事 ! 这符合美方自身利
益 &

洪磊表示! 希望双方充分利用中美商
贸联委会等平台!深化合作!化解矛盾!促
进中美经贸关系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健康稳
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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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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