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发

!

月
"

日起正式施行的苏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新政释放限购限行

信号 !广州 "限外令 #进入倒计时 !

一些城市实施汽车"限令$的风声再

起%%一边是二三线城市按捺不住&

一边是'先行试水$的北上广仍受"堵

局$困扰( 专家认为&诊治"拥堵综合

征$&一招限令难奏效(

以!堵"治堵当成!一贴灵"

)苏州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

!

月
"

日起正式施行&规定当地政府可

根据情况调控机动车保有量及种类+

可限制机动车使用频率或合理提高

机动车驾驶人的道路交通使用成本(

此前&贵阳已开始实施限购!成都开

始启动尾号限行措施用以治堵(今年
#

月&广州"限外$新政又开始征求意见(

"日益严峻的拥堵问题& 反映出

的是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与汽车社

会建设脱节的矛盾( $汽车专家钟师

说&十年来中国汽车产业超常规发展&

"十一五$期间年产销量从
!$%

万辆猛

增至
"&%%

万辆& 全国汽车保有量突

破
'

亿辆& 然而为汽车保有量猛增所

配套的道路+停车等资源严重不足(

!一限了之"非高枕无忧

此起彼伏的"堵城$之困&迫使一

些城市率先做出"艰难选择$( 然而&

从已经实施限购政策的北上广来看&

近期已经纷纷遭遇新的"烦恼$(

在北京&近几个月来购车摇号指

标申请到今年
(

月& 已达
)(&

万多

个(上海车牌价格也已从
!

万多元迅

速蹿升到今年
*

月的
+

万多元(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余南平认为&

已"限购$城市也不断面对"限令$带

来的新烦恼&这说明"以卡为主$不是

城市治堵的最佳方案(

事实上&中国许多城市每年都将

大量的资金注入到公交系统之中&但

是公交系统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却不

能让一些市民满意(交通工程专家杨

东援教授说&推出限行政策的合理性

前提&在于能够提供被优先发展的公

交系统作为出行替代&否则一面不允

许有车族开车&一面又无法提供足够

的公交资源&缺乏合理性(

多做!增量"文章

"面对堵城效应&应多从,增量-

上想方法( #汽车行业专家贾新光则

认为&香港+东京+巴黎+纽约+伦敦等

大城市公共交通占出行的比例均在六

七成以上& 有的高达九成& 而与之相

比&我国城市公交的比例明显过低(

完善的地铁网络+四通八达的公

共交通系统&这是减少私车出行的先

决条件(作为全国公共交通投入最大

的城市之一&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占

比
,-".

年也仅达到
((/

(

同济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杨晓

光认为& 必须系统地解决堵城之困&

从城市规划+道路设置+公交服务等

方面全方位改进&提供真正便利快捷

有尊严的公交&让每个人都尽量减少

开车的必须性(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病死猪"!老鼠肉 "!#神农丹 $ 毒药

姜"%%短短几天里接连曝光的问题农副

产品&一起赛一起令人触目惊心' 尽管有

关部门已经对涉案商户进行查处&相关省

份开始追踪问题产品流向&但人们仍不禁

要问(食品领域为何屡让百姓!以身试毒")

从新近发生的几起问题农副产品案件

看&涉案人!造假"!藏毒"的手段并不怎么

!高明"&监管并不缺乏检验手段'正是这种

!低水平"的造假横行和!马后炮"式监管&

却让公众陷入!无处下箸"的焦虑'

同样的生产环境&监管力度直接决定

食品质量' 商户!造假"固然有道德沦丧的

内因&但监管部门的疏于监管也难辞其咎'

就在发现!病死猪"的福建&出口猪肉质量

问题鲜有耳闻*种植!毒药姜"的山东农户&

从不给!外销生姜"多用农药'如此!内外有

别"&并非这些经销商+种植户戴 !有色眼

镜"&而是严格的外贸出口检疫使他们不敢

胡作非为'

近年来为了公众餐桌安全&政府确实

下了大力气' 然而&食品安全状况并未彻

底改观&不仅问题食品层出不穷 &而且造

假方式不断升级翻新 & 甚至呈现愈演愈

烈之势' 这无疑是对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一阵风"式的检查整顿&难以根治食

品安全问题*被曝光的不法商贩受到查处&

不足以震慑不良商贩' 如何使所有食品生

产经营者都能守法& 监管部门真该好好动

动脑筋了'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

!!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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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
0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研究部署
.%)*

年深化经济体

制改革重点工作& 决定再取消和下放

一批行政审批事项(

会议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改

革的决策部署(在当前形势下&稳定增

长+防控通胀+化解风险&努力打造中

国经济升级版( 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

红利&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会议确定今年在一些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上加大改革力度./一0抓紧

清理+分批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审批+

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许可等事

项( 制定实施严控新设行政许可和规

范非许可审批项目的措施& 加快出台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指导意

见( /二0下力气推动建立公开+透明+

规范+完整的预算体制 &形成深化预

算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控制措施( 削减+合并一批

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扩大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范围( 形成资源税费和矿

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方案( /三0

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

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

方案 ( 建立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制

度&制定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

益保护相关政策&出台扩大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试点范围方案( 规范发

展债券+ 股权+ 信托等投融资方式(

/四0形成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

支线铁路 +城际铁路 +资源开发性铁

路所有权+经营权率先向社会资本开

放 & 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既有干线铁

路( /五0在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的

前提下& 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电+用

水+用气等阶梯价格制度( 出台完善

水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方案 (

/六 0继续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

化公立医院改革& 整合城乡基本医疗

保险管理职能( 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健全保障房分配制度&推进公

租房+廉租房并轨(建立最严格的食品

药品安全监管制度& 完善食品药品质

量标准和安全准入制度( 健全环保监

管和生态补偿制度( /七0围绕提高城

镇化质量+推进人的城镇化&研究新型

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 出台居住证

管理办法& 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

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八0发展现代农

业&建立健全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

证制度&出台小型水利工程管理体制

改革指导意见&提出国有林区改革指

导意见(/九0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健全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协同创新

政策&整合资源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扩

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政策

试点范围& 发挥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

支撑作用(

会议强调& 对各项改革重点任务

都要按照明确的时间节点抓紧抓好&

对已部署并正在推进的社会事业及

其他领域的改革&要继续按照职能分

工抓好落实( 会议要求&在推进改革

中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

社会的关系&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

持依法行政&确保各项改革顺利有效

推进(

会议决定& 在第一批取消和下放

$)

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基础上&再

取消和下放
0.

项行政审批事项&并依

法依规及时公布(

据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针对

近期舆论热议的 '

(%

吨病死猪肉流

向广东湖南餐桌$& 记者从湖南省食

安办了解到&湖南省食安办已经协调

省工商+公安+质监等单位展开调查&

并部署各成员单位采取行动&努力堵

住这些病死猪肉流向餐桌的通道(

湖南省食安办的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目前他们正在向福建省公安部

门了解具体案情&只有知道这些病死

猪肉是从哪个环节流入湖南的& 才能

更有效地采取防范措施( 湖南省工商

局食品流通监督管理处处长孔凡哲告

诉记者& 湖南省工商局已于第一时间

向福建省工商和公安部门+ 湖南省公

安部门了解情况&并着手展开调查(据

他们从长沙公安局初步了解到的情

况&这一批病死猪肉没有流入长沙(

据新华社上海
!

月
"

日电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

会办公室
0

日通报&公安部日前公布的江苏江阴制售

假羊肉案涉及的'问题羊肉$在沪销售情况已查清&涉

案
+

家个体小熟食店被查处&问题产品已销毁(

公安部
*

日公布&江苏江阴犯罪嫌疑人卫某等&

以狐狸+水貂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制售假

羊肉 &销往江苏 +上海等地 ( 上海相关监管部门现

已查明证实.卫某制售假羊肉后&销售给上海农贸市

场的
+

家个体小熟食店( 据统计&涉案'问题羊肉$

制品共
$%

余公斤(今年
)1.

月间的问题产品已全部

销毁(

目前&上海相关部门已对涉案小熟食店经营的所

有熟食进行全面执法抽检&并责令一律停业整顿(

视觉 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再取消下放 !"项行政审批事项

"关注食品安全

湖南调查!福建病死猪肉入湘"

各种'限令$频出 试解'堵城之困$

!堵局"可有一!限"生机# 不能再让百姓!以身试毒"

流入上海的!问题羊肉"

已全部查处

青少年体测项目翻新

千米跑或将!跑"至终点

!

月
"

日& 由
#

艘
$%%%

吨级综合补给船+

#

艘

#!%%

吨级运输船和
&%

艘渔船组成的南沙捕捞船队从

海南儋州白马井渔港出发前往南沙'这是去年
'

月之

后该省组织的又一次大规模维权专项生产行动'

!

月
"

日&在芦山中学的板房教室内&一名老师

在给学生上课' 当日& 雅安地震灾区
&()

所中小学

校+

'

所中职学校全面复课' 据统计&芦山!

*

,

(+

"地

震造成雅安市
&!'

所学校受损'

由海军东海舰队
&

艘军舰组成的舰艇编队
"

日

赴西太平洋进行战备巡逻远海实战化训练' 这是中

国海军今年以来第四次组织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开

展远海训练'

!

月
!

日&北京园博会主景区建筑永定塔灯火通

明' 当日&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主景区

建筑永定塔失火修复工程接近尾声&施工绿色围挡已

经拆除&并在夜晚试灯&为
!

月
,-

日开幕做准备'

均为新华社发

北京永定塔修复收尾

东海舰队远海训练启程

海南捕捞船队赴南沙维权

雅安灾区中小学全面复课

海口市拥堵一景' 新华社发

追踪

教育部'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

干预$ 重点实验室日前表示&

&%%

米+

)%%%

米跑不能准确测出学生心肺功

能状况&

.%

米往返跑有望取而代之&

成为学校体测项目( 消息一出便激起

千层浪&倡导者和反对者各说纷纭(

教育部 '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

动干预$ 重点实验室上海中小学研

究基地已着手用
.%

米往返跑取代

&%%

米+

)%%%

米跑的试验工作&将在

上海
*

个区县 +

)&

所学校 + 共计

!%%%

名学生中进行试点( 该基地负

责人+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

院教授季浏介绍&

.%

米往返跑是较

好的有氧运动( 季浏表示&他们目前

所建立的学生健康体质测试系统包

括心肺功能+柔韧性+力量和身体成

分
(

部分&

.%

米往返跑替代
&%%

米+

)%%%

米跑只是其中一部分& 目前还

在试验阶段且短期内不会取代(

&%%

米 +

)%%%

米跑曾经给许多

人留下学生时代的'痛苦$回忆&不

少网友听闻后都在感叹 '生不逢

时$( 但有网友表示&取消千米跑测

试像是对学生体质下降的妥协( 华

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卢元镇

呼吁&在
.%

米往返跑的科学性得到

充分论证前&相关部门要慎之又慎(

他认为&首先&

.%

米往返跑能否更加

科学地测出人的心肺功能尚存疑

问! 其次&

.%

米往返跑加入急停+触

摸+转身动作&未减少学生晕倒+猝死

的可能!再次&

.%

米往返跑的测试成

本增加&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最后&

.%

米往返跑不再需要操场& 这使得

学校有了侵占操场的理由( 他还在

微博上说.'身体测试指标有两类&一

类是锻炼指标&能用于测试&学生平

时也能用来锻炼&受体育老师喜欢!

另一类是纯测试指标& 大多采用医

学仪器&不能用于锻炼&学者们喜欢&

因为写出来的论文漂亮& 仪器商人

也喜欢&因为这是一个大商机( $

在跑步猝死频现这个'敏感$时

期& 尽管
.%

米往返跑有科学依据&

但让其取代
&%%

米+

)%%%

米跑不免

有推卸责任之嫌( 在应试教育大行

其道的今天&如果
&%%

米+

)%%%

米跑

不再被列为体测项目& 校园里还会

有多少围着操场跑步的身影1

学生体质持续下降& 体育教育

走到了一个'学生怕+家长怕+学校

怕$的尴尬节骨眼上( 如何让学生喜

欢上一种适合自身条件的运动&是摆

在学校体育科研面前的一道难题&而

学校体育所面临的&绝不仅是这一个

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

月
"

日&北京新发地市场一商户正在进行生姜交易'

当日& 针对媒体报道的山东潍坊使用剧毒农药种植生姜一

事&记者走访了该市场&发现在工商人员抽检的同时&市场

已经加强了对生姜的检测力度' 新华社发

北京加强生姜检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