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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中
国气象局 14 日发布的 2013 年《中
国气候公报》显示，2013 年全国气
温总体偏高，为 1961年以来第四暖
年；降水再现“北多南少”格局，雨
带北移趋势明显；雾天与霾天“此
消彼长”，霾天创 52年来最多。

根据《中国气候公报》，2013
年全国平均气温 10.2 摄氏度，较常
年偏高 0.6 摄氏度，为 1961 年以来
第四暖年。在全国六大区域中，除
东北地区气温偏低 0.3 摄氏度外，
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华南和西
南地区温度均偏高。

而 2013 年的夏天我国再度出
现“南旱北涝”的局面。根据公报，
2013 年全国降水总体呈“北多南
少”格局，东北大部、华北西部和东

南部较常年偏多 20％至 50％，长
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降水较常年
同期偏少。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
连春介绍，自 2009 年以来，北方降
水已连续 4 年偏多，主要原因是影
响夏季降雨量的重要因素——由
海洋吹向大陆的夏季风逐渐加强，
有利于将更多的太平洋水汽带到
北方，降雨带也随之北移。

此外，公报显示，2013 年我国
雾天和霾天呈现“此消彼长”的格
局。中东部地区平均雾日数为 16
天，较常年偏少 8 天，创 52 年来

（1961 年以来）最少；与此同时，平
均霾日数为 36 天，较常年偏多 27
天，创 52年来最多。其中，江苏、安
徽、浙江、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等
地的部分地区霾日数超过 100 天。

综合新华社电 我国质检总
局 1 月 14 日发布消费提示，提醒
消费者不要食用一批生产日期为
2014 年 1 月 6 日的新西兰恒天然
公司稀奶油产品。

新西兰恒天然集团 13 日晚发
布公告说，因发现大肠杆菌污染，
将在新西兰北岛自主召回 4 个批
次的 8700 瓶鲜奶油。这是近 20
年来恒天然奶制品首次发生大肠
杆菌污染事件。

14日，我国国家质检总局对此
通报称，被召回产品生产日期为
2014年1月6日，保质期为2014年1
月 21 日。上述产品没有以一般贸
易方式向我国出口。质检总局提醒
消费者，如通过邮寄或个人携带等
方式购买了上述产品，请勿食用。

大 多 数 大 肠 杆 菌 是 不 致 病
的，少数大肠杆菌具有毒性，人感
染后可出现腹泻、胃绞痛和呕吐
等症状。

综合新华社电 埃及新宪法草
案公投 1 月 14 日 9 时（北京时间 15
时）开始在全国 27 个省份 3 万余个
投票站举行，公投将持续两天。

为确保公投安全顺利进行，
埃及当局出动超过 16 万军警及数
千辆装甲车维持秩序。埃及最高
选举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近 1.6 万
名法官将全程监督本次公投。计
票工作计划于 15 日晚投票结束后
立即启动。

本次新宪法草案是基于 2012
年 12 月通过的宪法修订而成，共
247 条。草案提出，总统选举和议
会选举的先后顺序由临时总统签
署相关法案予以规定，并规定选
举细节；而根据以往规定，议会选
举应先于总统选举进行。新宪法
草案还撤销了议会上院，仅保留
人民议会，并改称“议会”。此外，
新宪法草案还规定各政党不能建
立在宗教基础上，且不得进行秘

密 活 动 或 拥 有 军 事 、准 军 事 力
量。这意味着穆兄会及其下属自
由与正义党将被排除在未来政治
进程之外。

本届修宪委员会由 50 名来自
埃及各行各业的成员组成，但以
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则微
乎其微。因此，新宪法草案出台
后，包括穆兄会在内的多个伊斯
兰党派组成的“支持合法性全国
联盟”纷纷宣布抵制公投。他们
认为，新宪法草案削弱了伊斯兰
属性而加强了世俗主义的力量，
甚至认为，新宪法草案是由“通过

‘政变’掌权的政府”制订的，因而
是无效的。

根据相关规定，若参加投票
者半数以上赞成，宪法草案即获
通过。若宪法草案获得通过，临
时总统将决定议会及总统选举的
顺序及时间。预计这两项进程最
迟将于今年夏天结束。

新华社西安 1月 14 日电 14
日 9 时，陕西富平产科医生张淑侠
拐卖儿童案在渭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宣判。张淑侠犯拐卖儿童
罪，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

公开宣判历时约 15 分钟，宣
判后，张淑侠表示将考虑是否上
诉。

渭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张淑侠以获利为目的，将
多名婴儿拐卖给潘某某等人，其
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公诉机
关指控其所犯罪名成立。公诉机
关认为张淑侠拐卖儿童致 1 人死
亡的情节不能成立，但该名婴儿

被拐卖后，潘某某认为该婴儿已
死亡将其抛弃在垃圾沟内，张淑
侠应承担该婴儿被抛弃无法找到
的责任。

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淑侠身为
医务人员，利用诊疗之便，采取编
造婴儿感染难以治愈疾病、身体有
畸形等手段，拐卖新生婴儿多人，
其行为违背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
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影响恶劣，情
节特别严重，张淑侠虽有坦白情
节，但综合全案犯罪事实依法应从
严惩处。

依据刑法相关规定，一审法院
判决被告人张淑侠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交通运
输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新闻发言人梁晓安
14 日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
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
实施方案的通知，2014 年春节全国收费公
路小型客车的免费通行时间为 2014年 1月
31日的零时起，至 2月 6日的 24时结束。

梁晓安介绍，今年春节与以往不同，
大年除夕不放假。因此，高速公路小客车

免费政策将从大年初一零时开始。普通
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的收费车道的时
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
道的时间为准。免费通行期间，交通运输
部路网中心将继续加强对全国公路网进
行监测和预警，协调好跨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路网运行调度以及交通的组织和疏
导等工作。

在免费通行期间，各级交通运输主管

部门和收费公路的经营部门将统筹今年
春节期间天气、路况和出行需求的特点，
进一步完善免费通行期间的应急预案，加
强多种交通方式的联动和应急，提升免费
通行期间运输保障能力，同时配合公安交
管部门加强公路通行秩序的维护和管理，
营造一个安全畅通的公路出行环境，及时
向出行的公众提供出行信息服务，方便公
众出行。

2013年《中国气候公报》出炉

去年霾天52年来最多

恒天然奶油产品染大肠杆菌
我质检部门提醒消费者不要食用

埃及新宪法草案开始公投

陕西“贩婴医生”被判死缓

初一到初七 高速公路免费通行
▶▶相关新闻

春运明日开始 客运量或超 36亿人次

站票不降价 一票仍难求

1月 14日，旅客走进南宁火车站。2014年铁路春运将于 1月 16日拉开大幕。 新华社发

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 1 月 13 日在
北京开幕，习近平总书记 14 日在全会上发表
重要讲话。从作风建设常抓不懈到坚持以
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从以深化改革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到严明党的组织
纪律，全会传递出反腐倡廉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举措、新要求。

深化作风建设，惩治腐败零容忍

过去一年，作风建设开了个好头，中央
出台八项规定，坚决纠正“四风”，抓住重要
时间节点发出多项禁令，通报曝光典型问
题，狠抓作风可谓动作频频。一年的冲刷涤
荡，换来的是新风扑面，优良的党风政风带
动了社风民风。

从全会透露出的信息看，当前滋生腐败
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
待解决。

“反腐败高压态势继续保持，坚持以零

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这些都表明了中央在反
腐问题上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可以预
见，今年‘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力度不会削
弱，只会继续加强。”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薛庆超说。

一些廉政建设专家表示，反腐败斗争具
有长期性、艰巨性，因此有决心更要有恒心，
必须一抓到底。

“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
一个。”人们从全会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
决心与恒心。

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反腐败
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形成科学有效的
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前不久，中共中央印
发《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2013—
2017 年工作规划》，对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这次全会进一步明确，要以深化改革推

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改革党的纪
律检查体制，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增强权
力制约和监督效果，保证各级纪委监督权的
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

具体来看，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包括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推动党的纪律检查
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
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改进中
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等。

如何加强对权力有效监督和制约是反
腐败体制机制创新的一个重点。专家表
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行权力
清单制度、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
制度试点、探索实行官邸制等一些群众关
心的改革热点，这次全会后，这些改革有望
加速推进，细化的规定、制度、法规等将继
续出台。

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专家指出，当前，一些党组织存在软弱

涣散、纪律松弛的现象，在推动工作中，对自
己有利的事争着干，事关全局、没有好处的
就不愿意推进。

从这次全会传递的信号看，加强反腐倡
廉建设，必须加强全党的组织纪律性，坚决
纠正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
现象，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真正自觉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做到
令行禁止。”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中央已经
部署的改革，必须不折不扣得到贯彻执行，
而一些尚在探索中、没有形成定论的改革，
则不能盲目冒进，尤其要防止一些地方和部
门为了自己小群体的利益，盲目推进中央没
有部署的改革，这很可能会给改革带来巨大
负面影响。

专家指出，要让纪律真正发挥作用，就
必须加强纪律检查执行，强化制度刚性约
束，让违纪者付出代价，使纪律真正成为带
电的高压线。

（据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
——从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新走向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14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 1 月 14 日在此间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 2014
年春运准备工作。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春运期
间，我国运输部门和企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缓解

“一票难求”矛盾，铁路方面暂不考虑改动无座车
票票价。

据介绍，今年春运从 1月 16日开始，共 40天时
间。初步预测客运量将达到 36.23 亿人次，比上年
增加 2 亿人次。针对持续多年的火车票“一票难
求”问题，铁路部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没有时
间表。尽管铁路部门在春运时要把每一辆车的
潜力都挖掘出来，但票的问题不仅仅是运输能
力，更需要社会平衡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能力。

火车无座车票票价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焦
点，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经理胡亚东表示，目前
铁路部门还没有考虑对无座票票价进行改动，因
为“不管是有座还是无座，铁路部门付出的运力
成本是一样的”。

胡亚东说，铁路客票的站票已经形成很长时
间，现在在很多城市的基础交通设施也没有区分
站坐票的制度，如果改动票价的话，技术上的操
作难题也比较大。目前铁路的客运基准票价率
和客运票价的相关政策，仍然实行的是政府定
价、政府管理的制度。铁路部门发售无座车票，
是让更多旅客能够回家采取的一种方式，旅客可
以自愿选择购买。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维良表示，
春运期间，我国运输部门和企业将挖潜增能，合
理错峰，加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之间协同，缓
解春运运能供不应求的矛盾，努力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铁路方面春节前每天安排客车 2667 对，比
平时增加近 300 对；民航春运每天执行航班近 1
万个班次，比平时多 300 多个班次；公路每天安排
班次比平时多 89 万班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