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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拍卖公告
豫拍[2014]第 039期（总 1056期）

受有关单位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在郑州市经三路 15 号广汇国贸 10 楼公开拍卖河南省新郑煤
电有限责任公司 10%的国有股权。

竞买人条件、竞买手续办理及其他事项参见河南中原产权交
易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5 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国有产权
转让公告》（中原产权告字[2014]6 号），或登录其网站（http://www.
zycqjy.com）查看详情。

联系地址：郑州市纬四路 13 号
联系电话：0371-65908111 工商监督电话：0371-66779655

河南拍卖行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23日

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发布《关于金融服
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一些专家 4
月 22 日表示，《意见》提出深化改革、发展
普惠金融、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等一系
列举措，对推进农村金融发展必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财政部 22 日发布消息，财政部和
中国民用航空局日前联合发布《关
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要求各级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和团体组织工作人员，以及
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公务机票的
其他人员，国内出差、因公临时出
国购买机票，应当按照厉行节约和
支持本国航空公司发展的原则，优
先购买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定的
我国航空公司航班优惠机票。

《通知》强调，购票人应当做
好公务出行计划安排，尽可能选
择低价机票，原则上不得购买全

价机票。
国内航空公司按政府采购合

同约定给予公务机票优惠。对于
市场折扣机票，各航空公司按国
内、国际机票各航班舱位的折扣票
价给予 9.5 折优惠；对于市场全价
机票，则分别给予全价票价的 8.8
折、8.5 折优惠。

根据《通知》，中央预算单位从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公务
机票购买管理改革。各省级财政
部门要统筹安排本地区改革工作，
省级预算单位在 2014 年底前实
施，地市级及以下级预算单位在
2015 年底前全部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2 日电
因涉及新闻敲诈、有偿新闻和虚
假新闻等问题，2013 年以来全国
已有 216 家违规报刊被查处，49
个记者站和 14455 个记者证被注
销。这是记者 22 日从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召开的“打击新闻敲诈
和假新闻专项行动工作汇报会”
上了解到的。

会议通报，自 2013 年至今，全
国共受理新闻报刊领域举报案件
400 余件，查处违规报刊 216 家，停
办 76 家。《购物导报》《中国特产

报》《网络导报》《经济生活文摘》等
4 家被吊销出版许可证，《西部时
报》《企业党建参考报》《中国对外
贸易》（英文版）《考试》《课外阅
读》《数码设计》等 6 家被停刊整
顿 。 此 外 ，还 有 49 个 记 者 站 和
14455 个记者证被吊销，193 个记
者站被缓验。

在打击“假媒体、假记者站、假
记者”问题方面，行动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各地已查办“三
假”案件 258 起，收缴各类非法报
刊 151.3 万余份。

据新华社香港 4 月 22 日电
日前网上流传一条短片，一对内地
夫妻在香港街头让小孩在路边小
便，引来一名香港男子不满，举机
拍摄，引发双方推撞冲突。

香港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冲突
事件是个案，对内地人怀有敌意的
港人是少数，但是其暴露的深层次
问题，比如来港游客过多影响港人
生活、旅游配套设施滞后等，特区
政府应予重视并寻求解决。

不少内地网友对年轻夫妇的
行为表示理解。有网友表示，从
视频上看，小孩便溺的地上没有
湿，母亲专门用纸尿片接住，并且
将纸尿片装入袋子里提着。与此
同时，小孩父母是因为港人拍到
了小女孩的私处才夺走记忆卡，
情有可原。

对小孩父母做法不认同的声
音也不在少数。网友“一毛不拔大
师”认为，父母给小孩形成了“可以
在外面随便脱衣服”的心理暗示，
如此家教并不妥当。还有网友指
出，即使洗手间人多，也应该在其
附近或者找个僻静、人少的角落解
决问题，而不应在人来人往的大街
上当众小便。

香港明爱屯门马登基金中学
署任校长袁国明说，在公众场合小
便确实不雅，内地夫妻当然是有问
题的。但是，如果能就近找到厕
所，他们还会让小孩当街小便吗？
他说，并不认为内地同胞在个人卫
生习惯上会有太大问题，其背后折
射的深层次矛盾，是开放“个人行”
导致内地游客大增后，香港相关设
施配套的滞后。

新华社北京4月 22日电 日
前，中共中央纪委对湖北省原副省
长郭有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
了立案检查。

经查，郭有明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
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贿赂；
利 用 职 务 上 的 便 利 为 他 人 谋 取
利 益 ，其 亲 属 收 受 巨 额 钱 物 ；道

德败坏。
郭有明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

重违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已涉嫌
犯罪。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
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郭
有明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
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公务机票购买出新规

公务出行原则上不买全价票

因新闻敲诈、虚假新闻等问题

去年以来万余记者证被注销

内地小孩在香港街头小便一事引热议

湖北原副省长郭有明被开除党籍

国务院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展普惠金融 加大涉农资金投放

“和十多年前相比，金融对于‘三农’的支持
已经有了很大飞跃。但是，农村金融机构覆盖
低、农村金融服务供求不平衡、农村金融市场竞
争不充分的局面依然存在，城乡金融服务差别
明显。”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
山说。

《意见》提出，从优化县域金融机构网点布
局、推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加大金融扶
贫力度三方面，大力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是重要的政策目标。”马九杰说，
以机构网点布局为例，在以家庭为参与主体的农
村地区，农村金融需要服务的对象小且分散，亟
须用基层网点进行对接。

与此同时，《意见》明确提出要从拓展资金来
源、强化政策引导和完善信贷机制三方面，引导
加大涉农资金投放。

对此，杜晓山认为，尽管银行业经历了从逃
离农村到回归农村、增加覆盖的过程，但受当地
居民储蓄习惯和金融生态环境来看，目前仍存在
中西部地区吸收存款外流至东部等地区，没有起
到反哺当地、带动当地实体经济发展的目的。

“随着监管层对一定比例存款投放当地、提
高涉农贷款比例等多项指标的重视，并逐步纳入
评估体系，将防止大量资金外流到农村以外地
区、外行业，从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对农业、农村的
金融支持。”马九杰说。

《意见》提出，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推广产业
链金融模式；创新和推广专营机构、信贷工厂等
服务模式。

对此，马九杰认为，随着农业现代化推进，产
业链上下游主体联系将日趋紧密，产业链金融模
式将成为服务“三农”的重要抓手。

“很多小农户、边远的农户，从银行获取资金

的难度非常大，缺乏抵押金，缺乏担保品，难以
直接从银行获取贷款。而通过产业链金融模
式，生产者、组织者、加工商、流通商、销售商以
供应链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支持，在更好保证
产品质量的情况下，避免了现在小而散的农民
市场认可度比较差的情况，分散小农户的贷款
难。”马九杰说。

改革助力服务重心下沉

《意见》指出，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积极稳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培育合格的市场主
体，更好地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同时明确，省
联社要加快淡出行政管理，强化服务功能，优化
协调指导，整合放大服务“三农”的能力。

“此次提出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改革的一
些具体措施，与一直以来提倡的服务重心下沉保
持一致。”中国人民大学农村经济与金融研究所
常务副所长马九杰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
刚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体制一直是农村金融

面临的难题。此次《意见》涉及机构改革的部分，
给未来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定下了大致的框架。

“明确机构改革路径，有助于放开农村金融
机构手脚、促进农村金融机构管理与经营机制完
善。”曾刚说，随着金融机构活跃，对当地实体经
济将会起到促进作用。

不过，马九杰也提出，农村金融机构如何做
到差异化、特色化服务，还需要在实践中总结。
随着民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金融租赁公司、村
镇银行等发展壮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
农村长期资金短缺问题。

普惠金融反哺实体经济

产业链金融模式将成重要抓手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 2014 年 4 月 25 日起，
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下调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央行表示，此次对这些县域农村金融机构的
准备金率进行结构性调整，有利于有针对性地增
强其财务实力，提高其支持“三农”发展的能力，
起到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流向“三农”和县域的正
向激励作用，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支

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央行称，在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下，此次准备

金率结构性调整不会影响银行体系总体流动性，
符合稳定总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的原则。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
模合理增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运用好货
币政策工具，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本栏稿件均据新华社电）

央行下调县域农商行存款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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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时间读书”：
时间去哪儿了？

“哪有时间读书啊？”提起读书，在
北京某国企工作的陈平如梦方醒，“好
长时间没读书了。每天上班忙工作，下
班忙家务忙孩子，有点时间基本就是用
手机刷刷微博，聊聊微信，看看新闻，玩
玩游戏。”

“没有时间”似乎是很多人不读书
的原因。除了正常的工作生活，真就留
不下一点时间读书？时间都去哪儿了？

“每天有四五个小时泡在网上，也
不知道在网上干吗了，四处逛逛，随便
刷刷，时间就过去了。”在北京一家机关
工作的张兰说。

对于在某民企工作的孙小姐来说，
没有时间是一个原因，“主要是没心
情”，“阅读需要静下心来慢慢享受，可
是想想没完没了的工作，哪有一点点读
书的闲情逸致？”

“没有时间只是个借口吧，主要还
是没兴趣，每天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
了，有空也只想上上网娱乐一下。”“80
后”白领王丽的说法也许更能代表大多
数人的心声。浮躁的社会，生活的压
力，让读书已经慢慢淡出了很多人的精
神生活领域。

“好书太少”：
谁为我们充饥？

“我现在读的，多数还是一些旧书。
不管去书店还是在网店，看上去琳琅满
目，必不可少的腰封告诉你，这是畅销

书，那是必读书。可拿到手里，不说面目
可憎吧，也是乏善可陈。”一直还把读书
作为最大爱好的陈平，说起现在的图书，
连连叹气，“值得读的好书实在太少。”

根据《中国出版蓝皮书》提供的数
据，2012 年，我国共出版图书 41.4 万
种，全国图书总印数为 79.3 亿册。目
前，中国的图书出版品种和总印数早已
位居世界第一位。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现在好书越来
越少了。不少受访人表示，现在的书包
装豪华，内容却东拼西凑，价格在上升，
内涵在降低。

2012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
显示，大众畅销书还是以青春小说、名家
散文、学术文化、名人传记、心理自助、少
儿文学为主。

“在网上读”：
“浅阅读”算读书吗？

2014 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成年
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首次超过
半数，比 2012 年上升了 9.8 个百分点。
超九成的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者表示
阅读电子书后就不再购买其纸质版。

说起网络阅读，昆明某事业单位职
工徐燕很是不以为然，“很不严肃，没有
读书的感觉，经常还被各种跳出来的广
告等东西干扰。”她觉得，在网上和手机
上阅读不能算读书，“捧着书一页一页
地翻，闻着墨香，看着铅字跳动，整个世
界都是安静的。”

调查也显示，66.0％的成年国民更
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

4 月 22 日，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举行首次开幕式综合演练。
青岛世园会将于 4月 25日正式开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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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纸质媒介

新兴媒介

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57.8%
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50.1%
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77本

电子书阅读量2.48本

人均读报时长15.50分钟/天

人均读书时长13.43分钟/天

人均上网时长50.78分钟/天

人均手机阅读时长21.70分钟/天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4月 20日，北京，6岁的小女孩李思玥（右）和朋友一起看刚从图书馆借来的《巴巴爸爸的新学校》。
新华社发

今天，“读书人”为何少了？
4 月 21 日出炉的 2014 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13 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7 本，远低于韩国
11 本，法国 20 本，日本 40 本，以色列 64 本；人均每天读书
13.43分钟。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每个人是不是该问问自己：多
久没读书了？为什么不读书？

制图/张焱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