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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在纪念邓
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经中央批
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
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
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
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
国发行。

《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为

三卷本，共406篇文稿，80余万字，集
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关于新
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民族、统
战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特
别是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以毛
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参与一系列重
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对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和探索。这
部文集，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
充，对于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邓
小平同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和理论渊源，理解邓小平理论与毛
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继承发展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传（1904－1974）》为两卷

本，100余万字，全面记叙了邓小平同志
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
复出工作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反映了
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
设作出的光辉业绩和重大贡献，反映了
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思想及思想发
展脉络，反映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品格及密切联系群

众、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传记作
品，不仅深刻展示了一代伟人崇高的精
神世界，而且真实描写了他同普通人一
样的情感活动。这部传记，是学习和研
究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业绩、品德和作风
的重要读物，对于深入研究邓小平这位
伟大人物，研究党的光辉历史，具有重要
意义。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邓小平文集（1949－1974）》
《邓小平传（1904－1974）》出版发行

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参演的外方部队装甲装备在演习场行进（8月16日摄）。
参加“和平使命-2014”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4国参演部队共2200余兵

力，8月18日全部抵达演习地域。
这次参演外方部队包括步兵、航空兵、空降兵等诸军兵种，参演装备包括战斗机、运输机、直升机以及多型坦克、步战车、装

甲车和火炮等。
这次联演将于24日至29日在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担任总导演。 新华社记者 张领 摄

“和平使命—2014”外方参演部队
2200余兵力抵达朱日和基地

据新华社杭州8月18日专电（记
者屈凌燕）记者从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获悉，近期该局在全省开展专
项清查在此前抽检中发现严重铅超标
的亨氏米粉，已经查封 614盒问题批
次产品。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2014年
二季度流通环节食品抽检中，发现亨氏
联合有限公司生产的AD钙高蛋白营
养米粉（商标：亨氏；规格型号：400g／
盒；生产日期／批号：20140413；）严重
铅超标。

据悉，浙江省食药监局已约谈了标
称生产企业亨氏联合有限公司，并责成
生产企业密切配合各地查处工作，要求

企业对问题产品成因作出交代，督促其
切实处置好消费者的损害赔偿。

记者在亨氏联合有限公司官方网
站看到，15日公司发公告称已经对4个
批次名为“AD钙高蛋白营养米粉”的产
品进行召回，并向消费者致歉。公告写
道，公司内部调查发现，仅用于生产该
产品的某一批“脱脂豆粉”的小部分原
料中，铅指标存在波动。

据亨氏公司统计，涉及浙江地区问
题批次产品总数1472盒。其中浙江地
区2个经销商共计1360盒、浙江乐购6
个门店共计112盒。除监管部门现场封
存外，亨氏公司截至10日从浙江地区零
售终端回收问题批次产品153盒。

亨氏米粉被检出铅超标
浙江已查封614盒问题产品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七次委员长会议18日上午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8月25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次会议定于下周举行

新华社沈阳电（记者徐扬）记者从
辽宁省气象局获悉，辽宁7月以来的平
均降水量为1951年有完整气象记录同
期最少，遭受63年来最严重的气象干
旱。受旱情影响，辽宁大连、葫芦岛、朝
阳等地部分农田面临绝收。

根据辽宁省最新卫星遥感监测数

据显示，目前全省农田干旱主要分布
在沈阳、大连、鞍山、锦州、阜新、铁岭
南部、朝阳、葫芦岛等地区，干旱面积
约2779万亩。据气象部门预计，8月
中下旬降水量仍然偏少，干旱范围将
进一步扩大，如由夏旱转为夏秋连旱，
当地农业生产将受较大影响。

气象专家表示，今夏辽宁高温少雨主
要是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所致。厄尔尼诺
造成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东偏南，
不利于南方暖湿空气向东北地区输送，从
而使得辽宁等地夏季降水明显减少。

目前，辽宁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
象灾害（干旱）Ⅲ级应急响应，启动了56
个土壤墒情站加密观测，218套人工增
雨火箭发射系统和3架人工增雨飞机全
部进入待命状态。

厄尔尼诺是元凶

村民抽水自救 电力人员确保用电村民滴灌庄稼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几近枯涸的庄稼地。
（本栏照片：新华社发）

辽宁出现63年来最重夏旱
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为深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宣传贯
彻，深入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难点问题，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通
俗理论读物《改革热点面对面》近期与读
者见面，在社会上引起有关部门、相关专
家及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和好评。

《改革热点面对面》紧密联系全面深
化改革的新形势，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
实际，梳理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反腐败体

制机制创新10个问题，并作了深入浅
出、通俗易懂的阐释，科学解读了相关改
革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考虑，有助于人们
全面准确理解把握改革的一系列举措。

《改革热点面对面》首次通过微博和
微信的形式，进一步加强与读者互动，读
者通过扫描书后二维码就可关注其官方
微博与微信。

在北京、辽宁、四川、广东……相关专
家及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阅读《改革热点面
对面》后纷纷表示，该书观点权威准确，文
风清新简洁，是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
理论学习和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重要辅
导读物。

《改革热点面对面》
引社会各界关注好评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陈炜伟、陈翰哲）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18日说，由于全国公车
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各地公车拍卖数量明显增
加。上半年政府委托机动车拍卖共成交11.3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亿元。

沈丹阳当日在商务部月度新闻发布会上
说，自2011年以来，随着温州、上海等地车改政
策陆续出台，公车拍卖业务持续上升。2011年
到2014年6月，全国政府委托的机动车拍卖业
务成交额共46.6亿元，其中上海、山东、广东、浙
江、内蒙古等 5省份成交最多，共成交 20.2 亿
元，占近三年多来政府委托机动车拍卖成交额
的43.3％。

统计显示

我国公车拍卖成交额
大幅增加

据新华社北京8月 18日电 （记者李建国
张志龙）广东乐昌市纪检部门18日向记者介绍
了“副镇长酒后致死事件”的后续处理意见。当
地纪委对相关镇党政班子成员进行了立案调
查，并责成组织者和参与者承担对死者相应的
赔偿责任。

新华社“新华调查”栏目17日播发了《副镇长
喝死，75万元埋单公款如此好花？——广东乐昌
又出“酒烈士”》稿件，指出了当地镇政府班子成员
集体接受“老板宴请”，在一名副镇长当晚猝死后，
又动用“75万元”财政资金埋单的事实。

乐昌市有关部门表示，新华社报道点出了当
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决定对原先存在的“公款埋
单”错误进行纠正，并对“约10名镇班子成员都出
席了宴请，但只有一个人接受调查处理”问题进行
调查。

乐昌市纪委介绍，纪委18日下午已派出工作
组进驻沙坪镇，后续处理情况将及时公开。

广东“酒烈士”事件追踪

涉事班子成员被立案调查

据新华社兰州8月18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陈斌 肖正强）近日，甘肃武威多名未成年人遭胁
迫“卖血”引发广泛关注。17日下午，武威警方举
行新闻通气会，通报案情最新进展。通报称，目前
确定的受害者人数由之前公布的8人上升为10
人，其中未成年人7人。

警方经侦办查明，在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
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分公司）单采血浆站副站长黄某某的授意
下，社会无业人员张某某纠集齐某某、李某某等人
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和诱骗等方式将受害人
陈某、张某等10人带至采血浆站，经黄某某暗中
操作，冒用他人身份证件通过审核后被强行采集
血浆48人次，非法获利1.07万元。

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刑侦二大队大队长董
德祥告诉记者，在黄某某的授意下，该犯罪团伙有
专人负责收集与被害人容貌相似、年龄相仿的成
年人身份证。黄某某则利用职务之便，将受害者
与虚假的身份信息配对后录入电脑，完成审核。
之后血浆站其他工作人员按照黄某某提供的信
息，对受害人进行体检和抽血。

目前，该案7名犯罪嫌疑人中除1人因不够
刑事责任年龄外，其余6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
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甘肃武威多名未成年人
遭胁迫“卖血”

8月18日，两名边防干警在对炮弹进行清点
登记。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群众在野外采
蘑菇时，发现一批日军侵华时期遗留下的炮弹，共
计20枚。近年来，兴安盟边防支队累计发现并处
置此类炮弹超过400枚。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摄

内蒙古阿尔山发现
20枚侵华日军遗留炮弹

据新华社8月18日电 入汛以来，辽
宁省出现旱情并迅速扩大，据气象部门统
计，降水量为1951年以来的最小值，全省
出现63年来最严重夏旱。

“从记事起没见过这么旱的天气，
山坡上的庄稼全旱死了。”辽宁省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富荣镇同意村65岁的村
民陈长明坐在自家地头说。

截至目前，辽宁省55座小型水库干
涸，396条中小河流断流，作物受旱面积

2779万亩，25.93万人、7.75万头大牲畜
饮水困难。旱情之重、范围之广，历史
罕见。

今年入夏以来，辽宁省南部、西部地区
的大连、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等5个市普
遍降水偏少、温度偏高，旱情持续发展。8月
份后，旱灾蔓延至沈阳、鞍山、抚顺、营口、辽
阳、铁岭、盘锦等7个市。据辽宁省民政厅报
告，截至8月18日8时，旱灾已造成辽宁省
545.9万人受灾，116.99万人需生活救助，农

作物受灾面积1423千公顷，绝收334.2千公
顷，饮水困难大牲畜8.3万头（只）。

8月6日，辽宁省防指向全省发布Ⅳ级
干旱预警，同时启动抗旱Ⅳ级应急响应。

“如果没有这眼井，再加上庄稼没收
成，大伙都考虑到外地投亲靠友了。”建平
县沙海镇沙海村村民毕玉和说。循着隆隆
机器声，记者看见几名工人正在操作机器
钻井。得知沙海村村民饮水困难后，县水
利部门派出打井队，为村民打深水井。“村

里共16个小组，每两组给打一眼深达百米
的吃水井，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村委会
主任荆国军说。

截至目前，辽宁省已累计投入抗旱
资金3.65亿元，投入人力191.69万人，
累计完成抗旱一次浇灌面积835.88万
亩，临时解决了31.69万人、7.25万头大
牲畜饮水困难。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民政部网
站18日发布消息称，国家减灾委、民政部

针对辽宁省近期严重旱灾给受灾群众造
成的生活困难，启动国家Ⅳ级救灾应急
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
帮助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灾害发生后，辽宁省减灾委、民政
厅启动Ⅲ级救灾响应，派出5个工作组
深入重旱灾区核查灾情，指导做好受灾
群众救助工作。全省各级民政部门组
织310个工作组，将16.7万吨粮油等物
资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旱情之重 范围之广 历史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