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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降低农副产品流通环节成本!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日前决定大幅度降低
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要求各
省在不超过国家规定收费标准上限的前提下! 制定具
体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收费标准#

根据两部门发布的 $关于降低动物及动物产品检
疫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猪&牛&羊等动物及动
物产品检疫收费由原来从率征收改为按定额征收!并
大幅度降低检疫收费标准# 猪&牛&羊&犬&鸡&鸭等家

畜&家禽的检疫收费标准降幅都在 !"!以上#为鼓励畜
牧业规模化发展! 对成批出栏和规模屠宰的动物及动
物产品实行更为优惠的收费标准#

根据$通知%!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对检疫合格的动
物及动物产品开具和更换$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以及使
用检疫标志&诊疗许可证&官方兽医证&执法文书&牲畜
耳标等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不得收取工本费' 对屠
宰&经营&运输的动物以及动物产品进行采样&留验&抽
检!不得重复检疫收费'对饭店&餐饮等单位和个人消
费的动物产品不得收取检疫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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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超级稻亩产 926.6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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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
亩产 #""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 其湖南省邵阳市隆
回县百亩试验田亩产达到 #$%&%公斤#

据了解! 承担着冲击亩产 #'"公斤难关的百亩试验
田位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块试验

田共 (*+,#亩# #月 ()日!这片由袁隆平研制的(-两优 .

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正式进行收割&验收#

农业部委派的专家组成员到场进行现场监督验
收! 并进行产量测定# 专家组按照严格的测产验收规
程!测得隆回县羊古坳乡雷峰村百亩片亩产达到 #.%,%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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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措施推进保障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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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和管理工作!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修正案*草案+%,

会议要求!继续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
工程特别是公租房建设!加快实现住有所
居的目标, 公租房面向城镇中等偏下收入
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
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 以小户型为
主!单套建筑面积以 /*平方米为主!租金
标准由市县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按略低于
市场租金的原则合理确定, 各地要根据实

际情况继续安排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限
价商品房建设! 加快实施棚户区改造!加
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 逐步实现廉租房与
公租房统筹建设"并轨运行,

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顺利" 健康推
进! 会议研究确定了以下政策措施和工作
要求-*一+中央继续增加资金补助!地方也
要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 并加大省级统筹
力度,公共预算支出安排不足的地区!要提
高土地出让收益和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安排
比重,规范和利用企业债券融资!专项用于
公租房等建设,在加强管理"防范风险的基
础上!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向实行公司化
运作并符合信贷条件的公租房项目直接发

放贷款! 也可向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
平台公司发放贷款,确保用地供应!落实好
税费减免政策,引导企业"其他机构参与建
设运营!多渠道增加公租房供应,公租房项
目可以规划建设配套商业服务设施! 统一
管理经营!以实现资金平衡,*二+提高规划
水平!确保工程质量,贯彻省地"节能"环保
原则!充分考虑居民就业"就医"就学"出行
需要!优化规划布局和户型设计!配套建设
服务设施, 严格执行抗震设防等强制性标
准!严格落实工程质量责任!项目法人对住
房质量负永久责任! 逐步推行参建单位负
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终身负责制, *三+建立
健全监管机制,规范准入审核!严格租售管

理!加强使用管理!健全退出机制!切实防
范并严厉查处骗购骗租保障性住房" 变相
福利分房和以权谋私行为! 切实纠正将保
障性住房违规出售"转借"出租或转租"闲
置"改变用途等行为, *四+坚持因地制宜!

科学编制建设规划! 统筹安排年度建设任
务!不搞(一刀切),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精神卫生法*草案+%,

会议认为!为提高居民身份证的防伪
性能! 夯实社会管理的人口信息基础!并
进一步严格有关单位对公民个人信息的
保密义务和责任!有必要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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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将(中星 (0)卫星送
入太空预定转移轨道,

(中星 (0)卫星是中国卫星通信集
团公司所属的一颗通信广播卫星!由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空间技

术研究院研制, (中星 (0)卫星可提供
高质量的话音"数据"广播电视传输业
务!将为我国通信广播事业提供更好的
服务,

用于此次发射的 (长征三号乙)运
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是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次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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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 日前召开的国际
海底地名分委会*12345+第 $/次会议通过了国
家海洋局提交的 +个太平洋海底地名申请! 即鸟
巢海底丘陵"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山"徐福平顶
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和方丈平顶山,

据了解! 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是由政府间海
洋学委员会*672+和国际水道测量组织*687+联
合领导下的大洋水深制图委员会*9:;27+的下
属专业组织! 致力于全球海底地名命名的指导方
针"原则以及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是
当今海底地名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
际组织,

据国家海洋局介绍!国家海洋局本次提交的
海底地名提案!采用的数据均来自我国大洋 (号
等调查船历年在太平洋海域开展的大洋海底调
查所获取的大量数据资料,

最终通过的 +处海底地名申请中! 鸟巢海底
丘陵位于东太平洋海隆!于 .**)年北京奥运会期
间被我国发现! 顶部有一火山口形似奥运主场馆
(鸟巢),其余 %处海底地名位于西北太平洋!寓意
优美的命名在符合分委会的命名标准规范和我国
相关规定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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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胡锦涛 (#日下
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
马利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表示!以中老建交
<*周年为契机!把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推上更高水平,

胡锦涛对老挝人革党九大和七届国会一
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朱马利连任老挝人革党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国家主席再次表示诚挚
祝贺,胡锦涛说!中老建交 <*年来!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两国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不断提升和发展,中老社会制
度相同"政治理想相通"发展理念相近"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相似,中老坚持做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对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
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胡锦涛说!中国党和政府愿根据长期稳
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全面合作的方针!

同老挝党和政府一道努力!推动中老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
发展-*一+深化战略沟通, 中方愿同老方就
双边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
协调! 对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规划部署!

更加系统"扎实推进双方合作, 中方赞赏老
挝党和政府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一如既
往坚定支持老挝党和政府走符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道路, *二+深化务实合作, 中方愿在
经贸"矿产"水电"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
点领域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加强双方立法机
构"政协"工青妇组织"地方交流和旅游"文
化"教育等领域合作, 加强国防"公安"司法
领域合作!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稳定, *三+加
强两党交流,双方要继续办好两党理论研讨
会!扩大党政干部培训合作!相互学习借鉴
治党治国经验, *四+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
中的协调和合作,中方积极支持老挝承办第
九届亚欧首脑会议!愿同老方加强在多边机
制内的沟通和协调!推动地区和国际合作朝
着正确方向前进,

朱马利说!长期以来!在(好邻居"好朋
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指引下!老中两党两
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老中全面合作是
推动老挝国家发展"增强国力的重要动力!中
国是老挝亲密" 可信赖的朋友和战略伙伴,

老方诚挚感谢中方对老挝革命事业和国家
建设予以的长期支持,

胡锦涛与朱马利还相互通报了各自国
内情况,

会谈中!双方还就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入
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会谈后!胡锦涛
和朱马利共同出席了有关双边合作文件的
签字仪式, 会谈前!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北
大厅为朱马利访华举行欢迎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