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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道路客运
累计完成客运量 !"#$亿人次!较去年
春节黄金周同期增长 %&%!"交通运
输部直接监测的全国 '((个主要
城市 )((个重点客运站的情况显
示!客运站未出现旅客滞留现象"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何建
中 *+日在此间介绍! 今年春节黄金
周期间!全国道路客运共投入客车 +#万
余辆!日均发送班次 *,#万个" 高峰期投入
运力达 +,万辆#全国 +万余条农村客运线路日
均发班约 '*-万班"总体看!全国道路旅客运输
运力储备充足!运输组织有序!市场秩序良好!

安全形势稳定! 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节日期
间出行需要"

何建中说!在水路客运方面!全国交通运输
及港航部门积极组织协调!有效投放运力!确保

了水路客运安全$畅通$秩序平稳!满足了群众
出行需求" 据初步统计!春节长假七天!全国主
要地区水路客运量累计完成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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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经胡锦涛主席批
准!中央军委日前下发%关于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
化的意见&"%意见&深刻阐述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精神$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重大意义!深
入分析新的形势任务对军事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
求! 明确提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指导思想和目
标要求! 对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主要任务作出全
面部署! 是新形势下加强军事文化建设的重要指
导性文件"

%意见&指出!先进军事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军
队在长期奋斗中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是体现我
军性质宗旨$职能任务$历史传统的文化形态!是
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和滋养官兵的精神沃
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发
展先进军事文化!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保
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本色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特

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
领导下! 全军和武警部队大力加强先进军事文化
建设!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发展进步" 当前!我
军文化建设既面临许多有利条件! 也面临新的挑
战!这对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
胡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 充分认清大力发展先进
军事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始终坚持高标准严
要求! 以更加有力的举措和更加自觉的行动推进
文化建设!努力走在前列!当好排头兵"

%意见&指出!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全面贯
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推动国防
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主题$ 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

模式主线!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
我军重视文化建设的优良传统! 坚持走具有我军
特色的军事文化发展路子! 以培育当代革命军人
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 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为根
本着眼点! 以保持我军高度团结统一为重要着力
点!以满足官兵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进一步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
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 有效履行我军历
史使命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作出积极贡献"

%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必须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服务军队建设中心任务!

坚持着力保持我军高度团结统一! 坚持促进官兵
全面发展!坚持紧贴时代要求创新发展"%意见&明
确了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提出
坚持把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发展先

进军事文化的根本任务! 坚持弘扬主旋律创作生
产更好更多精神文化产品! 紧贴部队使命任务和
官兵精神文化需求加强军营文化建设! 努力建设
高素质军事文化人才队伍"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要从党的事业和军队
建设发展的全局出发!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强烈
的使命担当!加强领导!精心谋划!科学实施!狠抓
落实!不断提高军事文化建设科学化水平"要切实
担负起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政治责任! 努力提高
领导军事文化建设的能力!掌握文化工作主动权"

加强文化单位领导班子和党组织建设! 着力提高
领导班子能力素质!着力增强党员队伍党的观念$

党员意识"加大军事文化建设投入和扶持力度!坚
持文化资源和经费向基层倾斜! 健全军营文化建
设法规制度" 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军事文
化发展观!深入推进军事文化建设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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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春节长假的最后一天! 探亲客流集中返
程!加上我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雨雪天气!部分
客流向铁路聚集!铁路运输压力增加"根据客流
需求!铁路部门当日加开客车 +)0列"

)月 *.日!农历正月初五!全国铁路发送旅
客 0+(&%万人次! 铁路部门加开客车 ,.*列!全
国铁路运输秩序基本正常" 截至 )月 *.日!春
运 #(天过半! 铁路累计发送旅客突破 )亿人
次!达到 )(#+)&%万人次!同比增长 0&)1"

从车票预售情况看!)月 *%日至 !)日成都$重
庆地区去往广州方向!武汉地区去往北京$广州$上海
方向!南昌地区去往上海方向!湖南地区去往广州$上
海方向车票紧张")月*%日和!)日重庆北至广州东
的200,次列车有余票" )月*%日至!)日宜昌东至
北京西的2)++次$武昌至汕头的2*+.次有余票!武

广高铁武汉地区去往广州方向有少量余票" )月 !)

日南昌至杭州的3,+#次$ 南昌至上海南的 2#+#$

2!.#次列车有余票" )月 *%至 !)日九江至上海南
的2.%+次$常德至上海南的2.0)次列车有余票" )

月*%日至!)日合肥$阜阳地区去往北京$广州$上海
方向有余票" *月)日至.日各方向有余票"

针对南方出现的雨雪天气! 铁路部门在客流
量较大$候车能力不足的车站!利用车站广场等区
域!搭建起了具备防风$防雨雪等条件的临时候车
区!配齐了照明$饮用水$厕所等设施!做好旅客乘
降组织!尽最大努力方便旅客乘火车出行"

目前!成都$重庆$武汉$南昌$湖南$合肥$

阜阳等地区是车票实名制进站验证工作的重点
区域!旅客进站乘车需要票$证$人一致"请广大
旅客出门时不要忘记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提
前到达车站!预留足够的进站时间"

文化休闲红火 车市楼市清冷
###)*+,-./01

挤庙会$ 迷网购$ 看 !3动
画$ 听新春音乐会))龙年春节
期间! 一场场文化盛宴在全国各
地上演!在政策'利好(推动下!异
彩纷呈的文化消费迎来 '开门
红(" 相形之下!政策调控之下的
楼市$车市和家电市场却归于平淡"

春节消费市场变化犹如'风向标(!既反映
了百姓生活的新变化$新期盼!也折射出中国经
济正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hijk#lmP$

龙年钟声敲响!各地'龙主题(文化休闲消
费拉开大幕*不少餐饮店摆出'金龙宴(!各地龙
灯会$舞龙会人头攒动!电视银幕上'龙宝宝(的
动画形象更是憨态可掬))

在西安小雁塔! 荐福大庙会园区里万盏观
景灯流光溢彩!其中以龙为主题的就有十余种!

)+米长的仿一级馆藏文物'鎏金走龙(龙灯以
及湖中央的龙船灯$ 群龙献宝灯引得市民啧啧
称叹"

在北京!'庙会热(成为春节宠儿"地坛春节
庙会$龙潭文化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主题
各有侧重!人潮川流不息"庙会上!'面人彭('泥
人张(等传统艺术借助现代科技大放异彩!一套
'三国五虎上将(面人要价 0((元!仍然得挤着
排队才能买到"

过年消费不能缺少饮食文化! 上海城隍庙
小吃街$成都锦里小吃街$天津南市食品街!几
乎每个'美食海洋(都是人气火爆" 北京商业信
息咨询中心数据显示! 除夕夜的餐饮销售额同
比增长 *(&#!!在各商圈中'独占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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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今冬特别冷!暖手宝销量比去年增加
两成左右" (合肥市一家家电卖场销售员说!南
方雨雪多催'热(了取暖类小家电市场" 但记者
从苏宁电器$国美电器等大卖场了解到!今年春
节家电销售总体平淡! 大型家电销售从去年底
到现在走出'2(形曲线"

上海南京路一家家电卖场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期间促销力度并不低于去年!但估

计销售额同比要下降一两成"

与家电市场'不温不火(相似!春节期间多地
车市也较冷清" 为刺激消费!一些店面增加了网
上销售服务和派送礼包等措施!但效果不明显"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近日表示! 今年商务部
将总结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的经验! 及时研究
制定替代接续政策"

wo.x#y;z${|

春节消费并未激活趋冷的楼市!在北京$上

海等一线城市! 众多开发商一改
往年正月初一过后便开门揖客的
热情! 选择暂时歇业或月底再营
业" 为数不多的营业项目成交也
较冷淡!楼市'倒春寒(提前而至"

相比众多一线楼市行情冷
淡!南昌$合肥等一些二线城市楼市成交量比去
年同期略有回升"但业内专家分析!在调控政策
并无松动的背景下!局部地区的一些楼市回暖!

只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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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不同! 成都市民史春东今年春节选
择待在家中! 不再赶往人山人海的春熙路商圈
去'淘货(了" '在家轻触鼠标!一件件商品就能
展现在你面前!而且价格比商场还要便宜呢" (

史春东说!'网购也是我+抗涨,的法宝" (

去年以来!物价持续上涨挑动百姓的神经!

也使网上购物愈加受到百姓青睐"

一些网络商城在春节期间掀起了促销热"

记者点开淘宝商城$ 优购网等网站!'春节不打
烊('千万红包送(等特大字样在屏幕上跳跃"

优购网上鞋城公关总监王恩斌说! 今年春
节!商城坚持 *#小时不打烊!买家可以随时下
单" '为拉动春节消费!我们还给消费者发放一
定额度的优惠券" (

'越来越多的百姓选择网上购物!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物价上涨给生活带来的压力"(四川
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研究所高级咨询师田炎说!

'随着网络购物法规不断完善!这个无形市场将
越做越大"不过!这对快递行业的发展形成严峻
考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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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34"广西河池市境
内龙江镉超标污染事件发生后!当地迅速在龙江设立了 0道防线!

持续投放中和物降解镉浓度!科学调水稀释污染物!目前这些措施
收到明显效果" 专家估算!龙江河段超标金属镉经稀释$沉降吸附
后!已降解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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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2"567 89"记者 *+

日从广西柳州市处置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了解到!为
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 目前柳州市已经启动了日供 !&0万吨
地下水源潜能!将有能力保证居民的基本生活用水"

ÌÍÎÃ4Ï

Dxnyz-{|}~�

L()FÉ½Ë7

!

,

"#

-O !!"567 89"在珠江
流域上游广西河池宜州市龙江河段发生的镉污染事件引起下游地
区的高度关注"环保部专家此间分析认为!截至目前此次污染事件
波及范围有限!不会影响到下游的浔江$西江的水源安全"

处置龙江河突发环境事件专家组专家$ 国家环境保护部华南
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许振成说! 柳江在来宾市武宣县石龙镇与
红水河交汇形成黔江!红水河的流量比柳江的流量大" 再往下游!

黔江和郁江在广西桂平市交汇形成浔江! 浔江再在梧州市与桂江
交汇成西江!各条流量很大的江河交汇后!龙江镉污染不会对流入
广东的江水水质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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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至 *,日 %天内!香港特
区卫生防护中心录得 0宗新增流感呈报个案!其中 !人死亡$*人
危殆"

数字显示!香港乙型流感有上升趋势" )%,个流感样本中!逾
.(!为乙型流感"

根据卫生防护中心最新一期%流感速递&!死于流感的 !人分
别为 ++岁女性$+*岁男性和 +,岁男性" 另外!两名 !%岁及 0#岁
男性!仍在医院留医!情况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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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春节以来!湖南出现
大范围雨雪天气!部分线路覆冰较严重!供电受到影响" 记者了解
到! 湖南省电力公司启动融冰装置的同时! 派出员工进入高寒山
区!进行人工除冰!最大程度降低覆冰带来的影响"

*.日!湖南省送变电建设公司员工奔赴位于雪峰山脉的 0((千
伏艳宗!线!打响了龙年春节湖南省内主电网人工除冰战斗第一枪"

据悉!0((千伏艳宗!线是保障湘西南地区供电的最主要通
道!全长 *#*&0%.公里!途经雪峰山脉!平均海拔 )(((多米!位于
典型的高寒重冰区域!线路防冻融冰任务十分繁重" *.日!冰情监
视前线传来消息*部分铁塔覆冰 *!毫米$导线覆冰 ),毫米$绝缘
子覆冰厚度达 **毫米"

-.�����-���

L()FMN

!

,

"#

-O !2"<=>"据新华社全国农
副产品和农资价格行情系统监测! 与前一日相比!)月 *+日!肉
类$水果$水产品价格下降#蔬菜价格以降为主#禽蛋$食用油$成品
粮价格微幅波动#奶类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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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北京市相关
部门了解到!北京多措并举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今年对此
将进一步加大力度"

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介绍!*())年北京加大保障
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多种方式加快解决中低
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截至 *())年 ))月底!已通过公开配售与定向
安置解决 ,&,万户家庭住房困难"

搭建投融资平台! 破解保障房建设融资难题" 北京市住房保
障建设投资中心 *())年成立!注入 )((亿元财政资金!成为全国
最大的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平台"截至 *())年 ))月底!该投资中心
已实现投资 00亿元! 并与 0家银行签署了 .0(亿元综合授信协
议" *())年全市新建收购各类保障房 *!万套$竣工 )(万套!超额
完成年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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