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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陵寓管理于服务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 现 在 找 政 府 办 事 不 难
了，门好进、脸好看、事好办！”
日前，许昌鄢陵县南街社区管
理服务站，刚刚为远在青海的
女儿办完户口迁移证手续的
乔秀华脸上掩饰不住要与女
儿团聚的喜悦。

“百姓的需求在哪里，服务
和管理就要跟进到哪里。”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鄢
陵越来越多的居（村）民像乔秀
华一样，办事不用出社区（村）。

今年来，该县在探索基层管理创
新过程中，着力转变乡镇（街道）
职能，增强社区的综合服务能
力，真正把政府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把惠民为民工作做到百姓
的心坎儿上。

找政府办事不再难，诉求
有人倾听，办事有人跑腿，矛
盾有人化解。这就是鄢陵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取得的硕果。

（郑法民 任永辉）

伊川县“三联三帮”拉近干群情

洛阳伊川县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密切联
系群众，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问题，充分发挥副科级以
上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中的作
用，推出了“三联三帮”这个载
体。在“三联三帮”中，该县副
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每人联系一

个行政村，帮助一家困难户；联
系一个基层支部，帮助一名困
难党员；联系一个企业，帮助一
名困难职工。广大党员干部深
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民意，解
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难题，
为其提供帮助，缓解困难增加
收入。 (康力学)

渑池县农业局开展“入园进企送服务”活动

近日，三门峡渑池农业局
以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为总抓手，结合农业
工作实际，大力开展了“入园进
企送服务”活动。此次活动要
求技术人员每月至少要抽出10
天左右时间，入园进企，帮助经
营业主解决实际问题。干部有

了“责任田”，变“坐等咨询”为
“上门服务”，作风明显转变，为
民服务热情明显提高。截至目
前，该局已达成结对 32 个，有
46名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入园
进企”开展工作，真正成了农业
发展的指导员、服务员和联络
员。 （姬朝峰）

群众事务帮办站 解决问题“终点站”

为有效解决基层群众办事难
问题，洛阳伊川尝试在各乡镇行政
村中推行群众事务帮办制度，建立
群众事务帮办站。对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的计生、土地、社保等事项，
由党员干部代理帮办，为群众提供

“一站式”全程服务。同时，各村挑

选有特长的党员群众担任义务帮
办员，对群众所需的农业技术、家
电维修、卫生医疗、应急处理等进
行义务帮助。据了解，伊川县已建
立群众事务帮办站117个，调解基
层矛盾纠纷497起，为群众排忧解
难350余人次。 （葛高远）

新华社专电 79名美国水兵
最近再次提起诉讼，向日本东京电
力公司索赔共计 10 亿美元，原因
是他们因东电的不实消息受到福
岛第一核电站辐射伤害。

2011年“3·11”日本东北部地
震和海啸发生后，这些水兵随美军

“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执行人
道援助任务，向宫城县仙台市运送
食品和水。他们认定作为福岛第
一核电站运营商的东电没有如实
说明这座核电站辐射泄漏严重程

度，从而导致他们受到辐射伤害，
数十人患癌症，其中一人的 1个孩
子出生时先天畸形。

福岛核电站事故被定为最严
重等级。但是，东电称，美国水兵
遭辐射不应完全怪罪东电。美联
社报道，按照这家电力供应商的说
法，诉讼“完全不合情理”，原因是

“指挥着数千人、掌控着世界上一
些最先进装备的美军指挥官仅仅
依赖一家外国电力企业发布的新
闻稿和声明（了解辐射信息）”。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4月8日电
巴基斯坦铁道部长赫瓦贾·萨阿
德·拉菲克 8 日说，一列客运列车
当天下午在巴西南部锡比地区遭
炸弹袭击，造成至少 12人死亡、20
人受伤。

拉菲克说，列车是在停靠锡比
火车站 10分钟后遭袭的。袭击可
能是由一名女性实施的，该火车站
不对女性安检，这可能给了女恐怖
分子可乘之机，将炸弹安置在一节

车厢内，爆炸发生时车厢内有包括
妇女和儿童在内的 80余名乘客。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炸弹由
远程遥控装置引爆，该节车厢随后
起火并被烧毁。警方称爆炸物使
用了 8至 10公斤炸药。

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制造了这
一事件。巴基斯坦准军事部队边
防军 7日在附近地区击毙了 30名
据信涉及袭击客运列车和铁轨的
武装分子。

新华社基加利4月 7日电 卢
旺达政府 7 日在首都基加利举行
纪念活动，缅怀在 1994 年卢旺达
种族大屠杀中不幸遇难的数十万
同胞。

4月 7日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20周年纪念日。卢旺达政府组织
主题为“纪念－团结－重生”的反
思活动。活动自 7日起持续百日，
至 7月 4日结束。

7 日上午，总统保罗·卡加梅
与多国政要来到大屠杀纪念馆敬
献鲜花。卡加梅与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一同点燃象征记忆和卢旺
达人民坚韧的纪念之火。

随后，一行人来到和平体育馆

参加纪念仪式。在为遇难者默哀
后，人们以节目形式再现 20 年前
的惨景，以及灾难过后卢旺达人重
建国家的勇气与努力。

潘基文在发言中说，发生在卢
旺达的种族大屠杀是人类历史最
黑暗的篇章。卡加梅说，大屠杀展
现了人类残酷的一面，但是卢旺达
展现了重生之顽强。

1994年 4月 6日，时任卢旺达
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
马纳乘坐的飞机在基加利附近被击
落，机上人员悉数遇难。次日，胡图
族人对图西族人展开血腥报复。持
续三个多月的屠杀导致 80万至 100
万人丧生，多数为图西族人。

综合新华社电 乌克兰 4月 8日在东
部城市哈尔科夫发起“反恐行动”，逮捕大
约 70 名 占 领 地 方 政 府 大 楼 的“ 分 裂 分
子”。俄罗斯则警告乌方不得对亲俄示威
者动武。因认定俄对乌克兰局势报道有偏
向性，波罗的海两国禁播俄罗斯电视节目。

逮捕“分裂分子”
针对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哈尔

科夫和卢甘斯克亲俄民众 6 日爆发的抗
议集会，乌当局 8 日在哈尔科夫发起“反
恐行动”，逮捕大约 70名占领地方政府大
楼的“分裂分子”。

乌克兰议会 8 日表决通过了加重处
罚分离分子的刑法修正案。按照该修正
案，今后如果有人从事旨在破坏国家领土
完整或改变国家边界的有预谋的行动，公
开呼吁搞此类活动或散发鼓动搞此类活
动的材料，将受到剥夺自由 3 至 5 年的惩
罚（原为 3 年以下）。如果分离主义活动
导致人员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责任人将

被剥夺自由 10至 15年或被判处终身监禁
（原为 7至 12年）。另外，叛国罪的最低刑
期由 10 年提高至 12 年，破坏活动罪或间
谍罪的最低刑期由 8年提高至 10年。

警告勿动武
俄罗斯外交部 7日说，外长拉夫罗夫

当天与乌克兰外长安德烈·杰希察通电
话，警告乌方不得对亲俄示威者动武。

“（俄方）强调，必须尊重乌克兰东南部地
区居民的愿望，反对以武力回应他们就保
护语言、文化和社会经济所提合理要求”。

他说，欧美“长期以来遵循一条无益
和危险路线，一直试图迫使乌克兰在西方
和东方之间作出痛苦抉择”。

拉夫罗夫提出，为缓和局势，乌克兰应
修改宪法，确保乌克兰全部地区享有合法
权利并对乌东部和南部地区民众要求把俄
语作为第二官方语言的呼声予以回应；确
保继续执行不结盟政策；采取紧急措施，制
止乌境内极端民族主义武装团体的活动。

美国国务院 7 日说，国务卿约翰·克
里当天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通电话，讨论在 10日内举行美、俄、乌、
欧盟会晤，细节和议程有待商定。

禁播俄节目
因认定俄方对乌克兰局势报道有偏

向性，拉脱维亚当局 8日开始暂停俄罗斯
国家电视台信号，为期 3个月。立陶宛也
对这家俄官方媒体采取相同措施。

禁播令基于拉脱维亚安全机构的报
告作出，后者认定俄罗斯电视台 3月报道
乌克兰局势时主要传达一个观点，即俄总
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有权对乌克兰动用
武力以保护俄语民众”，这类报道是在为

“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辩护”。
立陶宛媒体监督机构先前也决定禁

播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节目 3 个月。这项
决定 7 日获得首都维尔纽斯地区法院裁
定支持。法院认定，这家电视台的报道

“明显带有偏向性，可能意在煽动不和”。

美遭辐射水兵向东电索赔

巴列车被炸致死12人

4月 8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处公园，大约 3000名日本民众举行集会，
抗议政府修改宪法第 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企图。日本媒体 7日公布
的民调结果显示，64%的日本民众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 新华/法新

日本民众抗议政府修宪

卢旺达纪念大屠杀20年

4 月 8 日，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
德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展开第三轮对话。伊朗外长扎里夫 7 日在
维也纳表示，伊朗相信能在 6 个月内就长期解决伊核问题找到解决方
案，只要参加谈判的各方都带着良好的政治意愿。 新华社发

伊核问题第三轮对话举行

乌当局压制东部“分裂活动”
俄警告乌方不要轻举妄动

4月 8日，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政府大楼前，亲俄抗议者与乌克兰警察争执。 新华/法新

视觉 新闻

“熊猫”甜点现身布鲁塞尔
这是 4 月 7 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家

甜点店拍摄的刚刚制作完成的熊猫造型的马
卡龙甜点。2 月下旬抵达比利时的中国大熊猫

“星徽”和“好好”给当地带来了一股“熊猫”
热。这家商店适时推出熊猫造型的马卡龙和
巧克力等甜点，受到顾客欢迎。

汉诺威工博会开展
4 月 7 日，在德国汉诺威，德国总理默克尔

接过一个机器人送上的鲜花。2014 年汉诺威
工业博览会当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本届展会主
题定为“融合的工业——下一步”。展会将彰显
汉诺威工业博览会在助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
引领地位。

英国小王子首次出访
4月 7日，英国威廉王子（右）和凯特王妃带

着他们刚满 8个月的宝宝乔治王子抵达新西兰
惠灵顿，开始对新西兰进行为期 10 天的访问。
这也是乔治小王子跟随父母进行的第一次海
外旅行。

波士顿纪念马拉松爆炸案
4 月 7 日，在美国波士顿，人们在波士顿马

拉松爆炸案纪念展上参观。2013年 4月 15日下
午，波士顿国际马拉松比赛现场突发两起爆炸，
造成 3人死亡，超过 260人受伤。

均为新华社发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 7日抵达青岛，开
始对中国进行为期 4天的正式访问。中央军
委副主席范长龙、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
全 8日分别与哈格尔举行会见、会谈。

长期关注中美军事关系的国际问题专
家表示，军事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块“短
板”，加强安全互信、搞好中美军事关系，美
方应当切实负起责任。

亟待补齐军事“短板”
“军事关系是中美两国总体关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但显而易见的是，中美两军关系
是两国关系中一块亟待补齐的‘短板’，严重
滞后于两国总体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国
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朱成虎表示。

专家们列举了中美军事关系发展面临
的三大障碍：美方售台武器、美军舰机对华
抵近侦察、涉华歧视性法律。

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主
任姚云竹认为，“哈格尔访华期间，美国国会
众议院通过了要求美政府向台湾出售 4 艘

‘佩里’级护卫舰的法案，这对中美军事关系
的影响非常负面”。

针对美国军舰和飞机抵近中国领海、领
土进行海上、空中侦察的问题，姚云竹认为，

这是一种敌对行为。
“第三是美国国会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严格限制中美军事
交流，禁止对华出口武器，对用于军事目的的
技术转让进行严格限制……这些法律条文至
今仍在执行。”姚云竹说，“美方需要的就与我
们交流，不需要的就禁止，这很不公平。”

近来，网络安全问题也成为中美军事关
系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朱成虎表示，“在网
络安全问题上，中国一直处于弱势。美国在
技术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中国遭受网络攻击
的频率和强度都高于美方，然而美方却恶人
先告状，对中方进行无端指责”。

莫在地区“拉偏架”
访华前夕，哈格尔还对日本进行了为期 3

天的访问。访日期间，哈格尔不仅做出欢迎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表态，还声称美方认
为钓鱼岛在日本的实效控制下，是《日美安保
条约》第五条的适用范围，美国反对任何以力
量对抗改变现状的做法，矛头直指中国。

范长龙在会见哈格尔时直言不讳地指
出，哈格尔近期发表了一些言论，中国人民
是不满意的。

姚云竹表示，包括哈格尔在内的不少美

国官员在涉我领土问题上发表类似言论，明
显是在帮日本和菲律宾“拉偏架”。“美国一
方面表示对钓鱼岛主权之争不持立场，另一
方面却又声称钓鱼岛在日本管辖之下，所以

《日美安保条约》覆盖钓鱼岛。”
专家们认为，正是在美国的“力挺”下，日

本、菲律宾等国在领土争议问题上才咄咄逼
人，不断发表挑衅言论，威胁到地区的稳定与
和平。如果美方继续偏离中立立场，会使地
区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朱成虎说，哈格尔在日本发表的讲话传
递出非常错误的信息，实际上等于是在纵容
和怂恿某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行为。亚太地
区近期出现一些问题，与美方做了手脚有着
必然的关系。“如果美方不负起应负责任，相
关地区就永无宁日。”

对华也要“再平衡”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欧阳维认为，

当前美国在维系亚太稳定方面，依靠的主要
是其盟国体系。认真处理好中美关系，应成
为美方“再平衡”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
是说不应消极地利用盟国体系来限制中国发
展，而要积极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他说，
当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不平衡”，其实是在

处理对华关系和对盟国关系上存在不平衡。
朱成虎认为，中美军事关系的主要问题

在于双方在军事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
“美方总是从镜子里看中国，以自身的发展
经历看中国发展，因此得出‘国强必霸’的结
论，对中国存有戒心。”他说，美方采取一系
列遏制中国的行动势必引起中国的反制行
动，从而导致双方相互猜疑进一步升级。

朱成虎说，在亚太地区和平共处，是符
合中美双方根本利益的，这不仅有助于防止
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促进朝核问题
的最终解决，还可以促进双方在非传统安全
领域的合作，比如共同应对频频发生的自然
灾害等。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美军事关系中存在
的问题，可通过交流对话合作，逐步积累互
信。哈格尔访华期间，中方安排他在青岛参
观海军“辽宁号”航母，成为站上中国航母的
第一位外国领导人，体现出中方加强交流与
增进互信的诚意和自信。

姚云竹表示，从发展趋势看，军事和安全
关系最能体现两国互信程度和合作意愿，近
两年来，两军关系的权重和重要性在不断上
升，这是由双方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理念的
指导下进行的。（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专家解读美防长哈格尔访华

增强军事互信 美方须多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4月 8日电 自
马航 MH370 航班 3 月 8 日失联以
来，搜寻已过去了一个月。有关专
家认为，MH370 航班的搜寻处理
需做好长期准备。

中国民航大学安全研究所所
长孙瑞山认为，搜寻工作最大的制
约 是 不 知 道 飞 机 坠 海 的 具 体 区
域。目前搜寻飞机坠海的疑似海
域，是推算出来的，飞机真实的坠
海地点谁也不知道。

中国海上搜救中心总值班室
副主任卓立说，人们对捕获黑匣子
的信号最为期待，如果能够捕捉到
这一信号，就可以准确知道黑匣子

的所在。但黑匣子电源有使用期
限，一旦黑匣子电池耗尽，这一重
要线索就会中断。

孙瑞山指出，南印度洋海水
深、海浪大，飞机坠海的可能性
大。飞机在接触水面的瞬间，会在
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成为碎片。
但飞机失联已一个月，巨大的洋流
作用有可能使残骸远离飞机坠海
的地点，使搜寻工作更加困难。

“即便找到残骸，确定了航班
坠海，整个事件的处理也仍将是极
其缓慢和艰难的过程。”孙瑞山认
为，要捞起残骸和乘客遗体，可能
需要几年时间。

马航客机搜寻工作困难重重

专家称打捞可能耗时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