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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关
注的福建福安#国税局局长赵某涉嫌强奸$案有
了新进展% 记者 ! 日从宁德市委获悉&" 月 # 日&

宁德市国税局免去福安市国税局局长赵某职务&

公安机关已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

福安是宁德下辖的一个县级市% 宁德市委有关
部门负责人 !日说&"月 $日 %&时 %%分&福安市公
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曹某报警& 称其女友刘某于 '月
$日中午被福安市国税局局长赵某强奸%接警后&警
方立即介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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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余伤的贵州福泉马场坪爆炸事故调查日前取
得新进展& 检察机关初步查明事故背后隐藏的职务
犯罪&'名相关责任人涉嫌行受贿或渎职%

记者从贵州省检察院了解到&经调查&贵州省联
合民爆器材经营有限公司陈某' 福泉永远发展运输
公司蔡某等 (人涉嫌行受贿犯罪% 负有监管职责的
福泉市运输管理所负责人等 )名相关责任人涉嫌渎
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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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将为湖南新增40亿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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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月 !日结束的 %&*%年湖南省超级杂交稻
#种三产四( 丰产工程早稻现场会上&)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明确表示&以现有成果推进进度来看&到
%+,$年&湖南省#种三产四(有把握新增粮食 )&亿
斤&提前五年完成国家下达湖南的粮食增产计划%

#种三产四(是袁隆平院士提出的#运用超级杂交
稻的技术成果& 用 (亩耕地生产出常规 )亩耕地粮

食(的简称&目标是大幅度提高现有水稻的单产和总
产&提高农民种粮的经济效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在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核心示范基
地&骄阳之下随风摇曳的稻穗非常饱满&袁隆平随手
揽起一把数起来&每穗结实都超过 ,(&粒%据专家预
测&这片面积逾 (&&&亩的核心示范基地&平均亩产
预计可达 $(&公斤% 零陵区是目前全省两个超级杂
交稻 #种三产四( 丰产工程成建制推进试点地区之

一&今年计划推广种植 (,-$万亩&目前&*$万亩超级
杂交早稻丰收在望&*.-$万亩超级杂交晚稻已全部
育秧&预计全年可增产稻谷 %-)万吨%

湖南#种三产四(工程于 %&&'年在全国率先实
施&至今年底&在袁隆平院士领衔推动下&全省有 $&

个县!市'区"实施了大面积示范&种植面积 '$& 万
亩% 其中&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均被纳入全省示
范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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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 ,&&周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胡锦涛致信中国国家博物馆&向全体员
工和离退休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胡锦涛在贺信中指出&,&&年来&中国国
家博物馆始终以继承和传播中华文化为己
任&经过一代又一代员工筚路蓝缕'拼搏奋

斗&在重要文物的征集保护'科学研究'陈列
展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促进我国文
博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素养'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了突出贡献%

胡锦涛强调&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

希望中国国家博物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以建馆百年为新的起
点&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进一步丰富馆藏

内容'提升科研水平'改进展陈方式'创新
体制机制'优化服务质量'拓展对外交流&

加快世界一流博物馆建设步伐& 更好地发
挥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作用' 培育民
族精神的重要基地作用' 引领文博事业科
学发展的重要示范作用& 在社会主义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进程中再创辉煌%

!日上午& 中国国家博物馆建馆 ,&&周
年纪念大会在该馆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李长春出席大会并为获得#学术成就
与突出贡献奖(的 )位文博界老专家颁奖%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创建于 ,!,%

年 '月&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东侧建起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
馆&%&&(年 %月两馆合并组建中国国家博
物馆&%&,%年 (月改扩建后重新对外开放&

现有藏品 ,%&余万件& 是目前世界上建筑
面积最大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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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业发展
报告+!日在京发布%报告通过
大量的调研& 对国际和我国的
电动车发展现状从技术' 示范
运行' 产业化和商业模式等维
度进行全方位比较%报告指出&

我国电动汽车发展战略逐渐明
晰% 专家指出& 未来十年将是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
时期&应进一步加快发展%

该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 中国汽
车工程学会和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联合编著& 又被称为
%&,%年中国汽车产业蓝皮书%

据悉&这是三方自 %&&#年以来
第五次联合推出中国汽车产业
研究性年度报告%

报告表示&目前&我国电动
汽车发展战略逐渐明晰% 我国
电动汽车技术取得较大进步&

但部分领域发展滞后& 关键技
术有差距,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
化开始起步& 尚未进入规模化
生产阶段&与国际水平有差距%

报告指出& 我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充电桩
和充换电站两大类& 基本都集
中在示范城市& 主要由国家电
网' 南方电网和普天新能源公
司承建% 截至 %&,,年底&我国
%$ 个示范城市已建成充电桩
.#&&个&充电站 ,.#座% 报告
指出& 随着电动车商业化程度
的不断提高& 围绕充电基础设
施的盈利模式将会增多& 届时
将有更多的第三方运营商参与

到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冯飞表示&下一步应建立分工协作体系'激励创
新'完善合作产业'形成协调多元化市场&从而
进一步推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12345678

YZ[\]^_

进入 '月& 全国多地高温来
袭& 气象部门连续发布橙色预警&

提醒公众注意防暑降温% 如此炎
热的天气&仍然有大量劳动者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 然而&记者调查发
现&在一些地方&高温之下劳动者
应享受的补贴却难觅踪影%

最近&杭州已连续几天最高温
度超过 ('!&热浪不分昼夜袭来&只要在
户外&立刻就会汗流浃背%在这样的酷暑
下&依然有许多劳动者在露天作业%

在长沙市全市车流量最大的路
口---繁华的芙蓉路和营盘路交叉口&文
明交通劝导员刘岳军认真地疏导人流&不
时用胳膊抹一把脸上的汗水%记者在这个
地方看到&马路上的柏油都融化了% 而他
们还是坚持每天 '点一刻上班&下午 .点
半下班&中间仅有几次短暂的休息%

在安徽& 进入 '月& 全省普遍出现
($!以上高温天气% 袁永胜是合肥市瑶海
区城管局一线执法人员&)我们现在每天
的工作时间是早上 .点半到晚上 ,&点
半&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只要接到市民
投诉或者有突发事件&不管是中午还是晚
上&都要第一时间赶到&一直休息不够% (

记者发现&在全国很多地方&烈日下
露天作业的建筑工人'快递员'保洁员
等能领到高温补助的人少之又少%

据了解&很多高温露天作业都是为
了赶工期&部分重点工程'标志性工程不
能延期&所以不能停工%在南昌市红谷滩新
区的一在建大型酒店的建筑工地上& 几个正
在工作的工人表示&还未领到高温补贴% 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工程承建方管理人员说.)我们高温补贴按天
发&每天 %&元"(&元&偶尔会发% 但是现在工人成本本
来就高&不可能每天发补贴增加成本&不现实嘛% (

记者在这个酒店建筑工地隔壁的地铁工程工地
采访了解到& 无论承建方还是外包公司雇佣的工人&

到目前为止&均没有领到高温补贴% 他们大多数只知

道有高温补贴一说&可并没有向公司争取这一应该享
有的福利待遇%)他们都不敢问&生怕丢了来之不易的
工作% (地铁工程承建方一位退休人员告诉记者%

)$岁的李大姐是安徽经开区的一名环卫工人&

她说.)我们去年夏天一次性发了 %&&元左右的高温
补贴&但没有听说过要按天结算的% (

记者了解到&近日国家四部委发布了*防暑降
温措施管理办法+&各地也有相应的规定% 例如.按
照海南省 %&&#年公布的 *关于企业实行高温津贴

的通知+ 要求& 每年 ) 月至 ,&

月&从事室外作业!日最高气温
达到 ($摄氏度以上" 和在不能
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
降低到 ((摄氏度!不含 ((摄氏
度"以下环境作业的人员&每人
每天享受 ,&元高温补贴% 安徽'

江西'湖南等地规定也有类似数
额不等的高温补贴%

然而&专家指出&关于工人高温补
贴')高温福利(的规定已经不少&关键
在于落实% 各级工会组织'尤其是用工
单位的工会组织需要发挥监督作用&切
实督促用人单位改善作业环境'按时足
额发放有关高温补贴和福利%

江西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处长罗水
泉说& 目前江西省出台的关于高温补贴
的政策&属于地方规范性文件&并不具有
强制性%在行政事业单位执行得还可以&

但是对于一些非公单位& 老板不愿意发
高温补贴&也并没有什么惩罚措施%

安徽合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
长宣恒健说. 很多建筑队为了完成阶段
任务&赶工期&就必须在高温下作业% 由
于很多工程是层层下包& 很难找到关键
的负责人愿意落实& 因此高温补贴在建
筑工地上难以推进% )希望能早日出台
一个有具体法律效力的法规& 对不遵守
的单位'企业进行处罚&强制他们遵守而
不只是采取协商的办法% (

记者从海南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了解到& 这些部
门接到的关于高温作业& 特别是高温津贴权益受损
害的投诉非常少%对此&海南省方圆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君认为&一方面&政府需要制订和完善劳动者各项
权益保护法制体系&加强弱势群体维权的法律保护,

另一方面& 执法部门仍需加强监管力度保障弱势群
体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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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日从民政部获悉& 近期暴雨洪涝灾害过程目前造成
#省市受灾'.$人死亡'(&人失踪%

.月 %#日以来&四川盆地至黄淮地区出现强降
雨&陕西'河南'山东等地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区
域性暴雨过程%

据民政部' 国家减灾办 '月 !日 ,)时初步统
计& 此次强降雨过程所引发的风雹洪涝滑坡泥石流
等灾害已造成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重庆'四
川'陕西 #省!直辖市",')(-!万人受灾'.$人死亡'

(&人失踪& 紧急转移安置和其他需紧急生活救助
,,'-)万人,农作物受灾面积 !#%-)千公顷&其中绝
收 !,-.千公顷,房屋倒塌 .-.万间&,.-,万间不同程
度受损,直接经济损失 ##亿元%

据介绍&国家减灾委'民政部高度关注此次强降
雨过程&切实加强应急值守和灾情会商&先后启动 (

次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派出 (个工作组赶赴灾
区查看灾情&向四川省组织调运 $&&&顶救灾帐篷和
%万床棉被&帮助做好受灾群众临时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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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资
产管理公司富达国际 !日在港公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受访者预期 .$岁后继续工作&高于 %&,&年
的 (%$,%#$受访者会考虑延迟退休%

富达国际在今年 )月至 '月& 共访问 #$'名年
龄介于 %$至 .$岁的香港人%调查显示&受访者每月
退休储蓄的中位数为 ($&&港元% 有受访者认为&通
胀和股票价格下跌会削弱退休后收入%

据了解&香港没有法定退休年龄&雇员根据公司
规定退休&大部分设定在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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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日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政府获悉&当地
万胜高中学生高考志愿被篡改案件已告破% '

日&( 名嫌疑人分别因涉嫌犯非法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罪或侵犯通信自由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
拘留%

.月 (&日上午& 眉山市万胜高中 ,&多位考生
向教育等相关部门反映& 自己所填高考二专志愿均
被修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得知此事后&眉山市
相关部门立刻成立了调查小组& 对所反映班级的班
主任'微机教师'信息管理人员展开调查%

后经公安机关侦查确定& 万胜高中共有 ,%名
考生志愿被篡改&案件涉及 (名犯罪嫌疑人%其中&

万胜高中教导处副主任徐某涉嫌将 ,&多名考生信
息泄露给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老师李某&后者将学生
信息交给四川三河职业学院聘用的招生工作人员
秦某% 获得考生信息后&秦某通过网络更改了考生
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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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少年而光荣牺牲'被网民称为)最美农民(的广西
玉林北流市白马镇睦雍村村民谢强华& 日前获得广
西见义勇为人员人身意外伤害无记名保险赔付 %$

万元%

.月 (& 日下午&广西玉林北流市白马镇睦雍
村 ,) 岁少年谢锦生在经过水坝时不慎滑落水
中% 危急关头&村民谢强华'谢明瑞父子和谢明
崇'谢明裕兄弟听到呼救声后陆续赶到&并不顾
安危相继跳入数米深的水中救人% 最终落水少年
成功获救& 年仅 (, 岁的村民谢强华由于在漩涡
中时间过长&溺水过多&体力不支&造成心跳和呼
吸停止&经抢救无效牺牲% 事情发生后&四农民勇
救落水少年的感人事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
反响&谢强华等 ) 人也被网民冠之最流行也是最
朴实的称谓)最美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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