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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1 月 3 日在北
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
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
话精神，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坚持
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两
个巩固”的根本任务，扎实做好
宣传思想工作，为促进全面深化
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
思想保证、舆论支持、精神动力
和文化条件。

刘云山指出，宣传思想战线
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
事，更加积极主动、奋发有为做
好各项工作。要突出抓好思想
理论建设这个根本，老祖宗不能

丢、大道理还要讲，切实加强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
习，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学
习，加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
精神的学习，努力做到真、深、实，
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思想根基。
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作为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方面，坚持党管媒体，把握
正确导向，有效引导社会热点，培
育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唱
响主旋律、激发正能量。要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坚持知行统一，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
建设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从
五位一体全方位改革高度继续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确立新目标、提
出新举措，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
化生产力、解放和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造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
家卫生计生委 1 月 3 日联合通报
乙肝疫苗问题有关调查进展情况
表示，未发现康泰公司生产的乙
肝疫苗存在质量问题；疑似因接
种致死病例中，9 例已明确诊断
与接种疫苗无关，其他 8 例初步
诊断也与接种疫苗无关。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化监管司司长李国庆介绍，2010
年至 2013 年，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共对康泰申请批签发的346
批乙肝疫苗进行了资料审核和检
验，结果均符合规定，且各批次之
间数据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局长
于竞进介绍病例调查进展时说，
2013 年 12 月 13 日至 19 日报告的
5 例怀疑与接种康泰乙肝疫苗有
关病例，4 例死亡病例初步判断
与接种疫苗无关；1 例重症病例
已康复出院，该病例不排除疫苗
引起的异常反应。暂停使用康泰
公司全部乙肝疫苗后，12 月 20 日
至 31 日期间，各地又报告了 13 例
疑似致死病例，均为 20 日前接种
过乙肝疫苗。经专家组诊断，目
前 9 例已明确诊断，与接种疫苗
无关；其他 4 例初步判断也与接
种疫苗无关，待完成尸检等工作
后，将做出最终诊断。

新华社华盛顿 1 月 2 日电
美国国务院 2 日发表声明，对 1 日
晚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遭蓄意
纵火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国务院发言人哈夫在声明中
说 ，美 国 十 分 严 肃 地 对 待 此 事
件。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正协同联
邦调查局以及当地警方展开调
查，力争抓获肇事者。

哈夫说，国务院官员正与中
方官员保持沟通，提供协助并通
报事件进展。

美国太平洋时间 1月 1日晚 9

时 25分（北京时间 2日下午 1时 25
分），一人拎两桶汽油走下总领馆
门前停放的一辆小型客车，把汽油
泼向总领馆正门并点火焚烧。总
领馆方面认定，这起纵火案针对
中国驻美国领事机构，严重损毁
领馆设施，威胁馆员和周边居民
安全，是一起恶性破坏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2 日
表示，外交部和驻美有关使领馆
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
求美方尽快破案，严惩肇事者，确
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新华社北京 1月 3日电 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城乡建设部 3 日
宣布，为引导居民节约用水，促进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2015 年底前，设市城市
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
度。

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近
日下发的《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
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指
出，建立完善居民阶梯水价制度，要以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为前提，
以改革居民用水计价方式为抓手，通
过健全制度、落实责任、加大投入、完
善保障等措施，充分发挥阶梯价格机
制的调节作用，促进节约用水，提高水
资源利用效率。

指导意见明确，2015 年底前，设市
城市原则上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
制度；具备实施条件的建制镇也要积
极推进。各地要按照不少于三级设置
阶梯水量，第一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
8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

定，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求；第二
级水量原则上按覆盖 95％居民家庭用
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体现改善和提
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合理用水需求；第
一、二、三级阶梯水价按不低于 1∶1.5∶3
的比例安排，缺水地区应进一步加大
价差。

两部门要求，实施居民阶梯水价
要全面推行成本公开，严格进行成本
监审，依法履行听证程序，主动接受社
会监督，不断提高水价制定和调整的
科学性和透明度。

指导意见还要求各地实施居民阶
梯水价制度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济
承受能力，通过设定减免优惠水量或
增加补贴等方式，确保低收入家庭生
活水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而降低。地
方应尽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限期完
成“一户一表”改造。今后凡调整城市
供水价格的，必须同步建立起阶梯水
价制度；已实施阶梯水价的城镇，要进
一步完善。

新华社莫斯科1月 2日电 俄罗斯伏尔
加格勒州内务总局 2 日发布消息说，警方在
1 日开展的反恐专项行动中，共逮捕 700 多
名违法人员。

伏尔加格勒州内务总局说，警方在 1 日
开展的“旋风－反恐”专项行动中，共出动
3500 余名警察和近 500 名内务部队军人，在
全州范围内对包括 2500 座房屋、37 个汽车
站、23个火车站在内的近 6000处设施展开拉
网式搜查。共逮捕 700 余名行政违法人员、
12名通缉犯和 70名犯罪嫌疑人。

据了解，“旋风－反恐”专项行动始于去
年 12 月 30 日，共有超过 5000 名警察和内务
部队军人参加。专项行动主要目的是加强
对火车站和商场等人员密集地点的巡视检
查力度，避免恐怖袭击再度发生。

2 日，伏尔加格勒为在火车站袭击中试
图阻止自杀袭击者而殉职的警察马科夫金
举行隆重葬礼。去年 12 月 29 日袭击发生
时，这位警察英勇扑向自杀袭击者，阻止其
进入火车站，避免爆炸造成更大伤亡。

截至目前，伏尔加格勒连环恐怖袭击事
件调查工作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国际
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已有证
据表明，恐怖分子走乡村道路，绕过警方检
查点，由俄罗斯北高加索地区来到伏尔加格
勒。2 日早些时候，俄联邦国家反恐委员会
表示，伏尔加格勒袭击事件调查工作取得一

定进展，但未提供进一步消息。
伏尔加格勒毗邻俄北高加索联邦区，

该地区非法武装活跃，是暴力、恐怖事件多
发地。去年 12 月 29 日伏尔加格勒市火车
站发生爆炸，12 月 30 日该市又发生一起无

轨电车爆炸事件，两起爆炸均被定性为恐
怖袭击，共造成 34 人死亡，70 多人受伤。
去年 10 月 21 日，伏尔加格勒发生一起公共
汽车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伤
亡。

新华社莫斯科1月2日电 俄罗斯安全
部队 2 日在该国北高加索地区与非法武装分
子展开激烈交火，击毙两名非法武装分子。

俄联邦国家反恐委员会 2 日发布消息
说，北高加索地区达吉斯坦共和国安全部门
得到情报，在该共和国哈萨维尤尔特市一栋
5 层居民楼内发现可疑武装人员，并挟持一
名男童。

反恐委员会说，安全部队 2 日凌晨将这
栋楼内居民疏散，并封锁了附近地区，随即与
武装分子展开谈判，要求释放儿童。经过连
夜谈判，武装分子于上午 10 时释放了儿童。
随后安全部队与两名武装分子展开激烈交
火，将两人击毙，安全部队方面没有伤亡。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被击毙的两人
系一对夫妻，均是当地恐怖组织成员，被释放
的男童是他们两岁的儿子。

达吉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联
邦区，该地区非法武装活跃，是暴力、恐怖事
件多发地。毗邻此地的伏尔加格勒市去年
12 月 29 日和 30 日发生两起自杀式袭击，共
造成 34 人死亡，70 多人受伤。有消息证实，
连环爆炸袭击者来自北高加索地区。

印度警方 1 月 2 日公开了新
近一起轮奸致死案件的细节。一
名小女孩去年曾两度遭轮奸，而
后被人纵火烧伤，两天前的新年
前夜在医院不治身亡。

据报道，受害人是一名 12 岁
女孩，居住在加尔各答以北 25 公
里的马亚格拉姆镇。去年 10 月
26 日，这个女孩在住家附近遭一
伙人轮奸。次日，女孩前往警察
局报案，在返家途中又遭轮奸。

上月 23 日，这名女孩独自在
家中遭人纵火袭击受伤，被送进医

院后不久不治身亡。印度媒体报
道，两名纵火嫌疑人与轮奸案几名
被告熟悉，他们先要求女孩撤案，
遭拒绝后向女孩泼洒煤油并点燃。

虽然女孩在首次遭轮奸的第
二天就报警，但警方直至本月 1日
才实施抓捕。现阶段，不清楚警
方逮捕了多少嫌疑人。警方先前
说，女孩是因为不堪胁迫而自焚。

就这起恶性轮奸案，印度多地
爆发示威活动，抗议频发的强奸犯
罪以及警方处理此类案件的拖沓
与乏力。（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印度又曝恶性轮奸凶案
12 岁女孩两遭轮奸再被烧伤不治身亡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广播电视
节目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在推广普及普通话方面起到带头
示范作用。

●自 2014年元旦起，中央国家机关职工首次使用公积金贷
款结清满 5年后，方可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购买第三套房的，
公积金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从 2014 年 1 月开始的半年内，教育部将启动“地级城市
面向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活动”。截至目前，已有 29个省份、53
个城市参加，提供岗位 3万余个。 （均据新华社电）

■简明新闻

■视觉新闻

1 月 2 日，海南省三沙市永兴岛北京路的
商业街开张营业。这是三沙市首条商业街，
街上有理发店、冷饮店、水果店等，为人们的
生活提供了便利。

1月 2日，国际金价止跌大涨。纽约黄金
期价收于每盎司 1225.2 美元，比前一交易日
上涨 1.9%。图为 1 月 3 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一
家金店拍摄的待售的黄金饰品。

1月 3日，在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局婚姻登
记处，一对新人手持结婚证拍照留念。当日
是 2014 年 1 月 3 日，因“201413”谐音“爱你一
世一生”，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

1月 2日，拉脱维亚总统贝尔津什（左）与
爱沙尼亚总统伊尔韦斯（右）在位于拉爱边
境的一个小镇用欧元购买冰激凌，庆祝拉脱
维亚加入欧元区。 均为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3 日电 记者
1 月 3 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
悉，2015 年底前我国设市城市原则上
要全面实行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推行
阶梯水价制度后，各地 80％的居民生
活用水支出不会增加，其余约 20％的
居民家庭用水基本生活需求部分价格

不上涨，但超出的部分将大幅上调，涨
幅为 50％－200％。

为确保水价改革不会增加绝大多
数居民家庭基本生活需求用水成本，
发改委明确要求各地全面推行成本公
开，依法履行听证程序，主动接受社会
监督；通过设定减免优惠水量或增加
补贴等方式，确保低收入家庭生活水
平不因实施阶梯水价而降低；应尽快
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限期完成“一户一
表”改造。据发改委介绍，多地居民上
缴的生活用水水费包括自来水费用、
水资源费以及污水处理费等。尽管超
出基本生活用水部分的水价涨幅惊
人，但由于每吨水单价仅几元，每月人
均超出基本生活的水量数额一般只有
数吨。如采用简便易行的节水措施，
水价改革对这些家庭（占所有家庭总
数的 20％左右）影响更为有限。

1月 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在俄南部城市伏尔加格勒召开反恐会议。 新华社发

城市居民阶梯水价明年全面实行

超量用水 要掏高价

发改委详解阶梯水价

八成居民用水支出不会增加

普京施铁腕 反恐起“旋风”
俄警方一天逮捕 700多人

俄安全部队扫荡北高加索

▶▶相关新闻

1 月 3 日，海南琼海一名市民在展
示用水缴费手册。 新华社发

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召开

两部门通报乙肝疫苗问题调查情况

深圳康泰疫苗无质量问题

就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遭纵火一事

美国表示“严重关切”

1 月 2 日上午，遭纵火的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正常开放，包括
签证服务在内的所有业务正常运行。 新华社发

东方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