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日，是开学第一天，在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大山里，只有一位老师
和一名学生的恩施市龙凤镇大龙潭村杉树湾教学点和其他学校一样迎来新学期，6
岁新生刘欣怡在这所空旷的学校开始了一年级的学习生活。

随着附近村子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增多，子女随父母进城上学，这所学校的学生越
来越少。从2008年起，这所学校的学生不到10人，从教36年、53岁的谢世魁老师
独自承担起所有的教学任务，一直坚守到今天。 新华社发（杨顺丕 摄）

湖北恩施：

“两个人的学校”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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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郝亚
琳 侯丽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日下午
在人民大会堂同罗马尼亚总理蓬塔举
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罗方巩固
政治互信，不断释放各领域、各层次
交流合作的潜力，密切在国际地区事
务中的沟通协调，将两国友好转化为

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
人民。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发挥好经
贸联委会的规划作用，努力提升经贸
合作规模和水平；推进核电、火电、风
电等能源领域合作；加快对建设布加
勒斯特至康斯坦察高速铁路项目的研
究，搞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深挖

农业合作潜力，促进农业领域科技合
作和贸易投资；丰富人文交流，加强青
年、教育等领域交往，夯实两国友好的
民意基础。

李克强表示，去年在罗马尼亚举
行的第二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
会晤取得诸多成果，《布加勒斯特行动
纲要》确定贸易投资、金融、互联互通、

科技创新、人文、地方交往的六大领域
合作正在全面推进和显现成效。中国
同中东欧国家深化合作，也将有利于
提升中欧合作整体水平，使中欧关系
全面、均衡发展，促进欧盟的稳定、团
结与繁荣。

蓬塔表示，罗方坚定致力于推进罗
中友好，愿全面深化两国基础设施、能

源、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和地
区事务中加强沟通协调。罗作为中国
在欧盟和中东欧的可靠朋友和伙伴，将
继续为促进欧中关系和中东欧国家－
中国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双边
能源、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文件的签署。

李克强同罗马尼亚总理蓬塔会谈时强调

推进中罗能源高铁等领域合作

新华社北京9月 1日电 （记者高
敬）国家工商总局专案组1日对微软公
司副总裁陈实先生一行进行反垄断调查
询问，要求微软公司就其综合情况以及
企业反映的其Windows操作系统和
Office办公软件相关信息没有完全公开
造成的兼容性问题等相关问题，在20日
内做出书面说明。

据了解，2013年6月，有企业举报
反映微软公司的上述问题涉嫌违反我

国反垄断法。工商总局就此进行了核
查。今年 6月，工商总局对微软进行
立案调查，有关调查信息已经随着工
作进度陆续公布。

工商总局局长张茅此前介绍，
微软高层表示尊重中国法律，将配
合中国反垄断机关进行调查。工商
部门对微软的调查工作也正在深入
进行，会及时把阶段性成果向社会
公布。

就垄断相关问题

工商总局要求微软
20日内做出书面说明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王瑶）中央军
委授予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副部队长戴明盟

“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命名大会1日
在京举行。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宣读了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命令，并向戴明盟颁发
勋章和证书。

戴明盟被遴选为首批舰载战斗机试飞员以
来，带头试飞高难度课目和风险项目，第一个驾机
在航母上成功实施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实现了
我国固定翼飞机由“岸基”向“舰基”的突破，为加
快歼－15舰载机研制定型和航母战斗力建设做
出卓著贡献。

第一个驾机在航母上成功实施
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

中央军委授予戴明盟
荣誉称号命名大会举行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王儒林同志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书记；袁纯
清同志不再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王儒林任山西省委书记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1日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获悉，日前，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依
法对山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任云
峰（正厅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山西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局长

任云峰被立案侦查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罗沙）记者1日
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微信1
日开设“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将每天曝光一名
失信被执行自然人和一名失信被执行法人，以此
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的惩戒力度。

据介绍，“失信被执行人曝光台”由最高人民
法院执行局、新闻局联合推出，通过定期曝光让失
信者无处躲藏，使被执行人的信用评价与其个人
名誉、生存空间直接联系，迫使他们主动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从而缓解执行难。

近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力度，出台各种措
施打击规避执行行为。2013年10月，《关于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开始实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库”全国联网上线，凡被纳入
其中的失信被执行人从今年6月开始不能购买列
车软卧车票，7月起无法购买飞机票。今年7月，

“失信被执行人排行榜”登录人民网，公布全国自
然人和法人“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排行。

微博微信设立曝光台

最高法院每天曝光失信者

一名牧人骑着摩托车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牧
羊。

据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农产量调查队普查
结果显示，截至6月末，内蒙古羊存栏首次突破1
亿大关，达到10091.03万只，与上年相比增幅达
到11.8%。 新华社记者 任军川 摄

内蒙古羊存栏首破1亿只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钱春弦）从9
月1日起，东航旗下的中国联合航空公司将全面
取消头等舱座位，同时启用商务舱座位。国内航
空公司“拆除头等舱”在业内持续蔓延。

中联航副总经理吴刚说，目前已经建议8月
31日前购买9月1日后中联航头等舱客票的旅客
全退，另行购买商务舱客票。“中联航将推动高客
座率、高飞机利用率和高密度客舱布局，实现单一
机型、单一舱位。”

随着头等舱逐步消失，是超值经济舱的推出。
据悉，南航已经宣布，自10月26日起，将国

内航线中窄体机型的头等舱全部取消，舱位结构
重新回归“经济舱＋公务舱”模式。今年6月，成
立五周年的天津航空宣布将全面取消主力机型
E190客机上的头等舱，改为推出“超值经济舱”，
而且最高票价不超过所执飞航线的经济舱全价，
部分淡季时段消费者还有机会享受折扣。

国内航空公司
纷纷“拆除头等舱”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记者王思
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日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2014年

“全国安全用药月”活动。从1日起，全
国安全用药专家咨询热线将长期开通，
一对一解答群众的安全用药问题。

据介绍，全国安全用药专家咨询热
线400－030－0606以往只在安全月活
动期间开通，咨询者普遍认为专家热线
能有效指导纠正不规范用药、盲目自我
诊断、紧急情况处理不当等问题。从今

年安全月起，这一咨询热线将长期开通，
组织各地药学领域权威专家值守热线电
话，解答全国各地群众的安全用药问题。

记者了解到，活动期间将举办第三
届药品安全网络知识竞赛，并根据竞赛
结果发布错误率较高的安全用药误区及
科普说明。

此外，食药监总局还将针对高血压、
糖尿病、高血脂、老年病痛等常见慢性病
用药话题，开展“安全用药 关注老年”
主题宣传活动。

全国安全用药月启动
将长期开通安全用药专家咨询热线

近些年发生的
学生安全事件
2010年

4月29日，江苏泰兴市泰兴
镇中心幼儿园发生恶性伤人事
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幼儿园，

砍伤32人；

4月28日，广东雷州发生砍

伤16名小学生事件；

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
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
米处发生凶杀事件……

2014年

5月 20日，湖北省麻城市

南湖办事处五里墩小学，3名

学生被男子持菜刀砍伤；

6月 11日，湖北省潜江市
浩口镇第三小学发生一起劫
持师生事件……

制表/王凤龙

新华社武汉 9 月 1 日电 （记者
袁志国）1日上午10时20分，湖北省
十堰市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
一起持刀伤人事件，犯罪嫌疑人陈
某持刀闯入校园，砍伤学校师生9人
（1人教师，8人为学生），造成其中3
名学生身亡，犯罪嫌疑人当场跳楼
自杀。

开学首日
发生校园血案

1日是全国中小学生开学第一天
的日子。上午10时40分左右，湖北十
堰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同学们还
沉浸重回校园的新奇与开心之时，没
有想到血案竟然发生在他们身边。犯
罪嫌疑人陈某持刀闯进校园，砍伤9
人，造成3人身亡，犯罪嫌疑人当场跳
楼自杀。

疑犯是家长
凶器为水果刀

郧西县委宣传部对外发布的最
新通报称，疑犯是学生家长，凶器为
水果刀。一位受伤女生家长在电话
中透露，今天是开学第一天，自己10
岁多的女儿今年就读五年级。据他
介绍，当时行凶时，是在学校教学楼
的五楼，自己的女儿坐在教室的倒数
第二排，紧靠窗户，凶手没有进入教
室，而是用凶器从窗户捅入，致使他女
儿脸部受伤。

6人送医
2人伤势严重

据记者了解，目前这些伤者已经
被送入当地的县人民医院救治。到目
前，2名重伤师生仍没有脱离生命危
险。郧西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刘捍东介
绍，学生胸部中了一刀，刀伤很深，老
师身中两刀，目前仍在全力抢救。

事件发生后，当地公安部门已介入
案件调查，十堰全市学校、幼儿园全面加

强防范工作，郧西县也正全力对学校师
生进行安抚，进行必要的心里干预。

女儿作业没完成不得报名
疑犯怀恨报复伤人

当地警方初步调查，事件的起
因是犯罪嫌疑人陈严富的女儿暑期
作业没有完成，学校不让其报名。
陈严富怀恨在心，今天上午以给孩
子报名为由进入学校后作案，造成
3死6伤。

湖北十堰:

一小学发生家长砍人事件
被砍师生9人，3名小学生身亡。犯罪嫌疑人当场跳楼自杀

闯入校园，砍伤9名师生，3人死
亡、6人送医抢救，犯罪嫌疑人跳楼自
杀……开学首日，湖北十堰东方小学
发生的持刀伤人事件震惊全国。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上学去啦。
希望这不是永别，我要活着回家。亲
爱的老师校长，我来上学啦。您不能
让坏人碰我，我要活着回家……”这是
儿童作家郑渊洁在近年不断发生的校
园伤害事件写下的感触。教育部门曾
三令五申，要求保障学生安全，然而，
十堰校园血案的发生，再次敲响了校
园安全的警钟。

2010 年的四五月份，就发生 6
起较恶劣的校园砍杀惨案。之后，
各地相继制定出台学生安全管理文
件，校园安保升级。内蒙古建立了
上下学保护和接送制度；湖北要求
各地各学校将安全逃生教育纳入体
育课、健康教育课内容，每学期不少
于2课时；北京市为各中小学幼儿园
配备催泪剂、钢叉和防割手套等加
强学校师生安全……

门卫是老年人
只能起“传话”作用

措施取得一定效果，但问题同样
值得警惕。比如，安保人员似乎对大
门的看护越来越紧，但事实上大多数

“门卫”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只能起
到“传话”的作用，最多也只能阻止一
般群众进入，难以起到校园安全第一
道屏障作用。

据了解，我国已经陆续修订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颁
布了《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
要》《中 小 学 幼 儿 园 安 全 管 理 办
法》。但相关法律法规多属于事后
补救性措施，事前防范和教育指导
性较少。

很多地方的规定
都是临时性的

多地偶有曝光的学生被侵害砍杀
事件表明，校园学生安全的防护网还
有不少漏洞。“很多地方的规定都是临
时性的，难免会走过场。”山东大学教
授王忠武表示。

接连发生的惨案提醒我们，花朵
般的生命更需要安全保护。专家表
示，如果城市公安机关能安排临时警
力、农村能以村镇为单位组织适当安
保力量，以幼儿园、小学上学、放学为
重点时段，在校园周边开展治安巡
查，相信会减少类似惨案发生。

“我国每年约有5.5万名未成年人
意外死亡。”今年8月25日，全国人大常
委会执法检查组披露未成年人保护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披露。如何为未成年
人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仍是摆在
家庭、社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考题。

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有关检察机
关的案件调查显示，在全部未成年被害
人中，六成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少年。校
园性侵、体罚等安全问题时有发生。

“法律是社会的底线。”全国人大
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赵凯说，要构建
起未成年人健康安全成长的保护网。
比如，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修订
后，已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
针对性地对相关地方法规进行了修
改。但家庭、学校和社会对未成年人
保护存在许多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
学校保护措施在部分中小学校，特别
是乡镇中小学校和幼儿园不落实。

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对于流浪人
员、精神病患者等特殊人员的管理大
部分还是空白，城市幼儿园、中小学校
园周边也鲜见治安人员身影。

“保护学生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学校安全并不仅仅是教育领域
内的事情，与社会治安形势密切相关，
也有赖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治理。”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表示。

廖君 袁志国 张志龙
（据新华社武汉9月1日电）

十堰血案
暴露校园防护网漏洞

事发现场。 （来源：新华网）

新华调查新华社北京9月 1日电 （记者徐
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1日公
布了2014年中秋节月饼的监督抽检信
息，包括好利来、盛圆祥、聚兴祥等品牌
的27批次月饼被检出不合格。

本次监督抽检覆盖全国23个生产
省份的374家生产企业，在商场、超市、
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共抽检833
批次样品。其中，806批次检验合格，合
格率为96.8％；27批次检验不合格，不
合格率为3.2％。

监督抽检共涉及微生物、酸价、过氧
化值、防腐剂、重金属等30余项检测项
目，抽检结果显示月饼质量安全总体稳
定，未发现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以及金
黄色葡萄球菌、志贺氏菌等致病性微生

物污染等问题。
监督抽检主要发现以下问题：一

是菌落总数超标，说明有的生产企业
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卫生条件控制不
严、贮存不当等问题。二是防腐剂超
标，说明有的生产企业存在超范围超
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行为或原料本身
存在问题。

另外，个别样品酸价、过氧化值不
合格，说明产品生产经营过程可能存在
原料把关不严、过程监控不足、贮存条件
不当等问题。

食药监总局已责令相关省级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不合
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及时依法查
处，严防不合格产品扩散。

27批次月饼检出不合格
包括好利来、盛圆祥、聚兴祥等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