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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24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工商总局召开“整治
网络弹窗”专题座谈会，专项研究治
理网络弹窗乱象，决定于近期启动

“整治网络弹窗”专项行动，进一步
加大对网络弹窗的整治力度，严肃
查处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木马病毒、
诈骗信息等非法弹窗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网民常用
软件中，有弹窗广告行为的软件达
1221 个，其中每天弹出广告数量
超过 1000 次的软件近 500 个。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有关负责

人表示，这次专项行动重点要督促
网站落实主体责任，既包括对网络
弹窗的内容把关也包括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方面包括：显示软件
名称，软件弹窗广告必须在其标题
栏区域显示该软件名称；禁止自行
打开，禁止弹窗软件在用户无操作
的情况下，自动打开广告页面；确
保一键关停，具有网络弹窗功能的
软件，必须在醒目位置设置关闭按
钮和通道；控制数量和位置，网络
弹窗不得过多过滥，影响网民上网
体验，网站要对弹窗数量和位置等
进行控制。

新华社河北廊坊 9 月 24 日
电 24 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开庭审理了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
原局长刘铁男受贿案。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2
年至 2012 年间，被告人刘铁男利
用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产业发展
司司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司司长、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
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
4S 店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与

其子刘德成（另案处理）共同非法
收受山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宋作文、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邱建林等五人给予的财物
共计价值人民币 3558 万余元，应
以受贿罪追究刘铁男的刑事责任。

法庭上，检察机关出示了有关
证据，被告人刘铁男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充分发表了意
见。媒体记者、人大代表及各界群
众 70 余人旁听了庭审。

法庭宣布此案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专电 乌克兰东部顿
涅茨克的民间武装 9 月 23 日宣布，
这一地区定于 11 月 2 日选举“总
统”和“立法机构”。

不认可乌克兰中央政府的“顿
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亚历山
大·扎哈尔琴科告诉俄罗斯国际文
传电讯社记者：“11 月 2 日，我们计
划选出最高苏维埃（议会）和共和
国的领导人。”

同样爆发冲突的卢甘斯克州
民间武装领导人阿列克谢·卡里亚
金同一天告诉俄塔社记者，这一地
区也将于 11 月 2 日举行选举。

乌克兰议会本月 16 日表决通
过了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起草
的两份法案，给予顿涅茨克州和
卢甘斯克州某些地区 3 年有限的
自治权，提出让这两个州于 12 月
7 日举行地方选举。但东部民间
武装随后回应，他们应该自己设
定选举日期。

就在宣布选举日期几个小时
前，“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扎
哈尔琴科说，他的部队正在从一些
前线地区撤出重型火炮，但“在那
些乌克兰政府军没有撤回火炮的
地区，我们也不会撤”。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等部门

将联合整治网络弹窗

刘铁男受贿案一审开庭

乌东部两州11月“选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 气候变化，
正在让许多国家付出人文、环境和财政代
价。只有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全球经济和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方可免除一大威胁。

本月 23 日，联合国气候峰会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举行，包括 120 多位国家元首或政府
首脑在内的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民间团
体代表出席峰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出席峰会并发表讲话。

中国声音坚定响亮，中国立场引起共
鸣。峰会，见证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有为、勇于担当
和战略眼光。

为了地球的未来，为了人类的命运，中
国正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道，积
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此次峰会尤为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包括
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峰会上阐明了在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应对行动，发出了
自己的呼声。

张高丽在峰会上说，中国在发展中国
家中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
案，近期又出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
确保实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
降 40％～45％的目标。中国致力于积极推
进节能减排、低碳发展和生态建设，取得显
著成效。

张高丽指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今后中国将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

候变化，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
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中国将尽快提
出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碳排放
强度要显著下降，非化石能源比重要显著提
高，森林蓄积量要显著增加，努力争取二氧

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
从张高丽的讲话可以看出，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中国目标明确，战略清晰，立场鲜
明，态度积极。

除中国外，巴西、埃及等多个发展中国

家领导人在峰会上强调，2015 年巴黎气候大
会力争达成的新协议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他们呼吁发达国家在对发展
中国家的资金注入、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
方面做出切实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有伙伴，有
知音。

虽然此次联合国气候峰会为 2015 年在
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大会起到了“凝聚政治动力”的总动员
作用，但巴黎气候大会要想达成一项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协议，仍面临若干难题
和挑战。

关于新协议问题，张高丽强调，中国坚
定支持 2015 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他
提出三点倡议：一要坚持公约框架，遵循公
约原则；二要兑现各自承诺，巩固互信基础；
三要强化未来行动，提高应对能力。他在第
二点倡议中说，各方要落实已达成的共识，
特别是发达国家要加大减排力度，并落实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
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承诺。

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气候
谈判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至今
仍没有算好关乎气候变化的历史、现实和道
义三笔账。

历史、现实和道义三笔账合在一起，犹
如一面镜子，映射出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谈
判问题上的真实面目：只顾眼前利益，忽略
长远利益，只顾一己私利，缺少全球视角。

联合国气候峰会见证中国担当

浙江省浦江县最近出台政策鼓励献血，
其中“无偿献血在 4000 毫升至 8000 毫升者，
其直系子女参加中考可获得 1 至 3 分不等的
加分”条款引发社会热议。

有人认为，这能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无
偿献血的队伍，是好事。而多位教育界人士
则表示，利用学生的升学渴望，来“绑架”家长
献血，这种导向“很糟糕”。“以前上学要拼爹、
拼房子，现在要拼血了。”一名网友评论说。

家长：献血用“加分”鼓励
有违教育公平

为了促进无偿献血，浦江县政府新近出
台 了《浦 江 县 无 偿 献 血 优 惠 政 策 实 施 意
见》。根据规定，凡无偿献血达到相应标准
者，除了享受国家和浙江省规定的优惠外，
在浦江还可以获得医保住院报销比例提高、
免费乘坐城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等优惠。

在浦江的“自选动作”中，献血者的子女可获
中考加分的条款最引人关注。具体条文为——
凡浦江户籍人员，荣获国家级无偿献血奉献金
奖、银奖、铜奖的献血者（金、银、铜奖获奖者献
血总量分别达到 8000、6000、4000毫升），其直

系子女参加中考时，分别给予3分、2分、1分的
加分。加分资格需要当地血站在统计献血量
后，向省里报批，拿到相应的证书后生效。

一位家长说，无偿献血值得提倡，也需
要政府的鼓励政策，但不该和中考加分联系
起来，这有违教育公平。

县卫生局：加1分至少献5年血
主要起导向作用

浦江县卫生局是本次无偿献血鼓励政
策的牵头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政
策经过仔细研究，也考虑到会引起争议。

“我们的初衷是为了鼓励献血。”这位负
责人说，浦江县是小地方，居民在无偿献血
的意识方面和大城市相差较远，不时会出现

“血荒”现象。
“这些优惠政策中，献血者住院报销比

例提高 2％到 5％等才是真正实惠的。像中
考加分优惠，我们预估过，门槛其实挺高的，
能真正享受的人很少，主要是起到导向作
用。”该负责人说。

按照浦江的献血优惠政策，一个正常的
成年人，每次献血 400 毫升，每年献血两次，

要达到 4000 毫升的献血量，获得加 1 分的中
考优惠，需要 5 年时间。如果想要获得中考
加 3 分的优惠，则至少需要 10 年。

教育专家：升学“绑架”献血
“无偿”成“有偿”

尽管浦江县相关部门认为，以中考加分
来鼓励无偿献血的政策是“形大于实”，“落地
率”极低，但多位教育界人士均对此表示了担
忧，他们告诉记者，利用学生的升学渴望，来

“绑架”家长做善事，不仅会引起社会不公，也
不利于孩子的心灵成长，这种导向“很糟糕”。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展画对
记者说，设置高考加分、中考加分，初衷是为
了鼓励孩子学有特长，避免“千人一面”。现
在以孩子中考加分来鼓励家长献血，显得

“牛头不对马嘴”，而且会把个体自愿的无偿
献血异化成“变相的有偿献血”。

另据记者了解，根据浙江省教育厅规
定，各设区市（含所属县、市）的加分项目原
则上只减不增，对新增加分项目需实行浙江
省教育考试院备案制度。

（据新华社杭州9月24日电）

浙江浦江出新规 父母献血子女中考可加分

无偿献血咋成了有“分”可图？

视觉 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24 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9 月 24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固
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促进企业技
术改造、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决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场、推
动内外资公平有序竞争。

会议认为，扩大全方位主动开
放，打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
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是我国长期坚
持的重大政策取向。目前我国国
际快递业务已基本对外资开放，主
要城市国内快递业务也已对部分
外资企业分批开放。依据我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进一步
放开国内市场，让国内外快递企业
同台竞争，有利于倒逼国内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同
时，推动快递业成为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黑马”，也能促进物流业上台
阶，进一步搞活流通、拉动内需，增
加社会就业，为稳增长、调结构、惠
民生积极出力。会议决定，全面开
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对符合许可
条件的外资快递企业，按核定业务
范围和经营地域发放经营许可。会
议强调，要坚持放管结合，确保快递
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一是完善经营
许可程序，加强资质审核。简化手
续，提高效率。二是推进快递与电
子商务、制造业联动发展，与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顺畅对接，支持解决城
市快递车辆通行难等问题。保障寄
递安全。三是鼓励快递企业兼并重
组，完善和落实重组备案、外资并购
审查等制度。加强代理和加盟企业
管理，严肃查处非法经营、超范围经
营、违规代理等行为。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进一步开放
国内快递市场

9月24日，在新疆库尔勒，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二师二十九团农民交售新棉。在棉花补贴改革新
政策的鼓舞下，新疆各族群众近日踊跃交售新棉。

深圳快播科技有限公司涉嫌传播淫秽物品
牟利案，王欣等 5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被抓
获。该案于近日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均为新华社发

9月24日，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机械与汽车工
程学院的大学生制造的两辆方程式赛车正式亮
相。据介绍，这两辆赛车将代表该校参加今年10月
份在湖北襄阳举行的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

印度9月24日宣布，印度首个火星探测器“曼加里安”号当日上午成
功进入火星轨道。“曼加里安”号探测器目前正在离火星表面大约500公
里处正常运行，距离地球2.15亿公里。图为探测器模型。 新华社发

9 月 24 日，中国第二批赴马里维和部队后续分队 205 位官兵从长
春龙嘉国际机场启程，乘专机飞赴马里加奥任务区。此前已有 190 名
先遣分队官兵飞赴马里。 新华社发

图为 2008 年 8 月 28 日，在格陵兰岛西海岸，一条船在融化的海冰中航行。气候变化
造成的海冰融化、海平面上升，已经成为全世界都要共同面对的问题。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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