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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 14日电 教
育部 14 日公开发布《严禁教师违
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
规定》，针对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
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
支付凭证等财物等行为设立 6 条

“红线”。
《规定》明确的 6 条禁令分别

是：一是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
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
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二是严
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的可能影
响考试、考核评价的宴请；三是严禁
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

旅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四是严
禁让学生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
师个人或亲属承担的费用；五是严
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报刊、生活
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回
扣；六是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
正当利益的其他行为。

《规定》对违纪情况的惩罚也
作出规定：对违规违纪的，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对典型案件要点名
道姓公开通报曝光。情节严重的，
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
教师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14 日在京宣
布，2014版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 7
月 15日起全面启动，计划于 10月
30日结束。本次换发记者证的新
闻单位首次增加了纳入试点核发
记者证的新闻网站，首次要求新闻
单位提供申领人员与所在新闻单
位签署的保密承诺书和职务行为
信息保密协议。

总 局 新 闻 报 刊 司 有 关 负 责
人说，持有 2009 年版新闻记者证
的 新 闻 记 者 和 符 合 申 领 条 件 的
采 编 人 员 均 可 通 过 所 在 新 闻 单
位提出申请，换发工作通过中国
记者网的网络核验系统进行；换
发 期 间 旧 版 新 闻 记 者 证 继 续 有
效使用。换发结束后，全国将有
25 万名新闻记者领到全新设计
的记者证。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4 日电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决
定，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原主任、党委原副书记蒋
洁敏，公安部党委原副书记、原副

部长李东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原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
任公司原总经理王永春以涉嫌受
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以色列军方 7月 14日称，以军
当天击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一架无人机，正在寻找
飞机残骸。这是首次公开的哈马
斯在对以行动中动用无人机。

以色列军方称，哈马斯无人机
在阿什杜德港附近被美制“爱国
者”导弹拦截。无人机碎片散落，
以军正在搜寻，以明确这架无人机
是否携带炸弹。

最新曝光的无人机引发外界
对哈马斯武装力量的猜测。哈马
斯 1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天派

出 3 架无人机，深入以色列执行
“特殊任务”，但与其中一架失去联
系。这些无人机目标包括以色列
在特拉维夫的国防部大楼。

这是哈马斯首次正式承认拥有
无人机。按哈马斯说法，其无人机包
括情报搜集无人机和携弹无人机。

另一方面，以色列继续对加沙
地带空袭。按以色列军方说法，13
日夜至 14日晨，以军袭击 204处巴
勒斯坦目标，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则
对以发射 20余枚火箭弹。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政府本月 1日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
的决定，招致国内外激烈批评。仅仅过去半
个月，这一恣意之举便显现“后遗症”，一场
地方选举让首相安倍晋三初尝苦头。

日本滋贺县知事选举 7月 13日举行。无
党派人士、前民主党众议员三日月大造击败
安倍所在自民党及其执政伙伴公明党推举的
前经济产业省官员小鑓隆史，首次当选知事。

专家说，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此
番选举失利向安倍内阁发出警告：解禁集体
自卫权的不利影响恐将逐渐投射显现，自民
党今后或许面临更多选举败仗。

恐引连锁反应
三日月现年 43 岁，13 日获得 253728 张

选票，以 1万多票的优势胜出。按路透社的
说法，三日月竞选期间获得主要在野党民主
党和放弃谋求再次连任的现任知事嘉田由纪
子大力支持，为民主党夺下一场“罕见胜利”。

与三日月和民主党的“胜利”相比，这场
地方性选举是安倍及自民党宣布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后迎来的首场考验。
在明年春季的统一地方选举前，自民党原本

希望借助此次选举助推 10月福岛县知事选
举和 11月冲绳县知事选举，然而出师不利的
结果表明安倍“解禁”之举不过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说明（解禁）不是个受欢迎的想法。”
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

安倍自圆其说
面对失利打击，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 13

日晚接受采访时说，自民党“必须重视这一
结果”。

日本近期民调显示，过半日本人反对解禁
集体自卫权。过去几周，日本接连爆发反对解
禁集体自卫权的示威活动，不少人认为安倍内
阁正在把日本引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

在日本《每日新闻》14日刊发的一则访谈
中，安倍为打消选民疑虑，承认需要为“解禁”
赢得更多支持而做出进一步说明。“尽管我们
提及集体自卫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将
与其他国家作战。条件（限定）非常严格。”

路透社解读，三日月当选知事后可能就
重启核电站议题与中央政府展开交锋，继续
向安倍内阁发难。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海口舰7月 13日电 当
地 时 间 12 日 ，参 加“ 环 太 平 洋 －
2014”演习海上演习阶段的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所在 175.1 特混大队，先后
进行了警戒幕队形航行、营救落水人
员、小艇突击、海上补给、简单机动和
航渡 6个课目的演练。

12日 8时许，各舰在完成营救落
水人员课目演练后，由警戒幕队形转
换为 2路纵队，进行小艇突击课目演
练。演练中，由美国海军皇家港号巡
洋舰扮演模拟商船，中国海军导弹驱
逐舰海口舰放小艇对其进行登临检
查。

8 时 30 分，海口舰通过情报得
知，航行在同一海区的皇家港号模拟
商船携有违禁物品，海口舰立即通过
甚高频向其询问。在明确情况后，海
口舰向模拟商船机动，同时在左右舷
放下两艘小艇，分别搭载 7名特战队
员和摄像取证人员，登临模拟商船，
控制其驾驶室和机控室等要害部门，
并对模拟货舱进行检查。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
岳阳舰、墨西哥海军革命号巡逻舰、
文莱达鲁萨兰号巡逻舰分别对由法
国海军牧月号护卫舰、文莱海军达鲁
拉曼号巡逻舰、中国海军综合补给舰
千岛湖舰扮演的模拟商船进行登临
检查。

12时许，中国海军海口舰、岳阳
舰、千岛湖舰进行了海上演习阶段第
一次航行补给。

据了解，完成 12 日的演练课目
后，中国海军海口舰、岳阳舰与美国
海军皇家港号巡洋舰将向美军太平
洋导弹靶场航渡，与其他参演舰艇汇
合，并于次日进行主炮射击比赛。

同时，中国海军千岛湖舰、文莱
海军达鲁拉曼号、达鲁萨兰号、墨西
哥海军革命号、美国海岸警卫队维希
号将继续其他课目的演练。

7 月 1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
将在巴西福塔莱萨拉开帷幕。作为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二轮会晤的第一场，今年的会
晤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过去 5 年间，金砖国家不断向“实”发
展，不但在数量上完成了从 4 国到 5 国的扩
展，而且逐渐形成了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
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架构，在国际舞台上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站在新起点上，金砖五国间的务实合
作仍大有潜力可挖。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砖国家间的共赢
发展正一步步变为现实。目前，金砖国家
工商理事会、智库理事会都已成立，而金砖
国家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也有望在第
六次会晤上落到实处。

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有助于解决
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资金短
缺，并提高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
谈判分量；应急储备安排能够起到促进金
融稳定的作用，而且随着储备库规模进一
步扩大、涵盖的救助对象进一步拓宽，应急
储备安排甚至有望发展成继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后另一个多边金融稳定机构。

此外，金砖国家在互换货币、本币结
算、互持国债、经贸投资、互联互通、人文交

流等方面也有很大合作潜力。这些领域合
作的加强，将给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
好处。

站在新起点上，总结过往合作经验，
规划未来合作愿景也是此次会晤的重中
之重。

“金砖”一路走来的经验表明，只有各
成员国本着伙伴精神，维护好、发展好、完
善好合作机制，不断增强合作的向心力、凝
聚力、生命力，才能让这一机制具有更强的
生命力，金砖国家才能在世界上拥有更大
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因此，此次会晤将继续发展和完善金
砖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协调机
制，使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更加成熟，发
出更多共同声音，提出更多共同方案，从
而推动世界和平更加持久、世界经济更加
平衡、全球经济治理更加完善、国际关系更
加民主。

从 2001 年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
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国家”这一概念，到
如今各成员国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在经济、
金融、贸易、发展等诸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
深化，“金砖”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
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虽然当下“金砖”面临一些“逆风”，一
些人不断渲染金砖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炒
作“金砖失色”，企图干扰金砖国家合作，但

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以金砖国家为代
表的新兴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是大势所趋，
一个合作架构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更加丰

富的金砖机制，必将为世界的和平、稳定、
繁荣作出贡献。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7月14日电）

教育部设立 6条“红线”

严禁教师收受学生礼品礼金

7月 14日，河北保定市民顶着烈日出行。中央气象台 14日预报显
示，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东部等地多晴
热少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4至7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至39摄氏
度的“桑拿天”。 新华社发

今夏大范围“桑拿天”来袭
未来 10天黄淮等地晴热少雨

2014版记者证今起换发
首次要求申领人签署保密协议

蒋洁敏李东生王永春
涉受贿罪被立案侦查

据新华社首尔 7 月 14 日电
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 14 日说，朝
鲜当天上午起在江原道高城韩朝
军事分界线以北数百米的地方向
东北方向发射了 100 余枚火箭弹，
这些炮弹落到了韩朝海上分界线
以北 1至 8公里的海域。

该官员表示，为应对朝鲜的再
次发射，韩国军方已加强对朝监
视，并采取必要的军事应对措施。

上图 7月 14日，在韩国首尔，
人们观看电视台播出的关于朝鲜
发射火箭弹的新闻。

新华/美联

韩称朝发射百余枚火箭弹

以首次击落哈马斯无人机

“金砖”新起点 世界新期待
■国际时评

7 月 13 日，在巴西北部海滨城市福塔莱萨的塞阿拉州会展中心，工作人员布置会场
新闻中心。塞阿拉州会展中心 7月 15日将迎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现场布置工
作正在紧张进行。 新华社发

野心勃勃一意孤行 地方选举败走麦城

“倍”离民心自尝“解禁”苦果

7月14日，日本民众聚集在东京国会前，抗议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 新华社发

中国军舰参加“环太”军演多项演练

▲7 月 12 日，综合补
给舰千岛湖舰（中）左右
舷同时为海口舰（前）、岳
阳舰（后）进行液货补给。

◀7 月 12 日，海口舰
航行中快速吊放小艇。

▶7 月 12 日，法国海
军云雀直升机在海口舰直
升机甲板进行起降演练。

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