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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20日电 国
家质检总局 12 月 20 日发布消息
称，深圳、福建、山东、广东、浙江、
厦门等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相继从
12 批 54.5 万吨美国输华玉米中，
检出含有未经我国农业部批准的
MIR162 转基因成分。

质检总局称，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19 日，深圳、福建、山东、广
东、浙江、厦门等口岸检验检疫机
构，相继从 12 批 54.5 万吨美国输

华玉米中，检出含有未经我国农业
部 批 准 的 MIR162 转 基 因 成 分 。
各口岸检验检疫机构已依法对这
12 批 54.5 万吨进口美国输华玉米
作退货处理。

质检总局已将最新有关情况
再次通报美方，要求美方加强对输
华玉米的产地来源、运输及仓储等
环节的管控措施，有效避免输华玉
米被未经我国农业部安全评估并
批准的转基因品系污染。

54.5万吨美转基因玉米被退运

新华社拿骚 12 月 19 日电
中国与巴哈马 19 日在巴哈马首都
拿骚签订全面互免签证协定，这是
中国首次同一个拉美和加勒比国
家签订类似协定。

根据协定，中巴两国公民持有
效护照在对方国家入境、出境或过
境将可免办签证，但若在对方国家

停留超过 30 天或学习、居留、工作
等，则需在入境前向对方签证机关
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杭生和
巴哈马外长米切尔分别代表各自
国家政府在协定上签字。协定将
在双方各自完成国内法律程序后
生效。

中国与巴哈马签订免签协定

新华社莫斯科 12月 20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20 日签署总统
令，特赦俄罗斯前首富、原能源巨
头尤科斯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
基。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公布了
普京签署的有关特赦霍多尔科夫
斯基的总统令全文。该法令自即
日起生效。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律
师克柳夫甘特说，他最快当天出
狱。

现年 50 岁的霍多尔科夫斯基
曾是俄罗斯寡头。他 2003 年 10 月
被捕，2005 年以诈骗、逃税等多项
罪名被处以 9 年监禁，2010 年又被
控侵吞公款和洗钱罪名，刑期被延
长至 14 年。后被减刑，刑期截止

到 2014 年 8 月。
普京在 19 日举行的年度大型

记者会上说，不久前，霍多尔科夫
斯基提交了一份申请，以母亲患重
病为由请求赦免。普京表示，霍多
尔科夫斯基已经服刑超过 10 年，
受到了严厉的惩罚。鉴于他带有
人道主义性质的请求，可以作出相
应决定。

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
19 日表示，既然霍多尔科夫斯基
向总统提交了赦免申请，这证明他
承认自己的罪名。俄罗斯《生意人
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若霍多
尔科夫斯基承认了对他的所有指
控，他不仅无法恢复自己的名誉，
也不能收回他原有的资产。

俄罗斯原首富被特赦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针对朝鲜威胁将对韩国进行打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0 日表示，
中方反对任何损害朝鲜半岛和平
稳定的行为，希望有关各方避免采
取导致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行。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20 日，韩国政府官员
称，朝鲜 19 日以国防委员会名义
通知韩方，由于韩亵渎了朝“最高

尊严”，朝方将在不发通知的情况
下对韩国进行打击。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华春莹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
道。维护半岛和平稳定符合各方
利益，也是各方共同的责任。中方
反对任何损害半岛和平稳定的行
为。我们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
克制，避免采取导致半岛局势紧张
升级的言行。

朝鲜威胁将不经预告对韩打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
险”列为 2014 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
之一，充分显示高层对政府债务问题的重
视。专家认为，须警惕城镇化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债务膨胀。防控债务风险须多管齐下，
就其根本而言，纠正以 GDP 增速为导向的政
绩观是关键。

防控地方债风险
“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日前闭幕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着力防控债务风
险”列为 2014 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
之一。

“工作会议将地方债务风险的控制和化
解作为明年经济工作重要任务，凸显了高层
对地方债务问题的重视，希望理顺地方债
务，予以规范发展。”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
所副所长宗良说。

上一轮审计结果显示，2010 年末全国地

方政府性债务余额为 10.7 万亿元。此后进
行的抽查显示，截至 2012 年底，36 个地方政
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比 2010 年增长了
12.94％。今年 8 月审计署开始新一轮全面
审计摸底，目前尚未公布数据。但种种迹象
显示，部分地区债务增长较快，并积累了一
定的债务风险。

“地方债风险总体是可控的，但对其快
速发展积累起来的风险须保持警惕，尤其要
防止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地方债务的
迅速膨胀，引发债务风险进一步扩大。宏观
调控讲究前瞻性，着力防范和化解其中蕴含
的可能风险，十分必要。”财政部财科所副所
长白景明说。

树立正确政绩导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目前，人们对软约束实体的看
法，主要聚焦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所谓
软约束就是借了钱没想还，或者说借钱是我

的事，还钱是后面人的事。
专家认为，除了财税体制本身需要加以

改革，不正确的政绩导向助长了地方债务风
险。GDP 崇拜及其考核方法刺激地方政府
的投资冲动，而大量的投资只能通过举债的
方式筹措资金，这可谓地方债务规模快速增
长的根源。

白景明认为，下一步城镇化背景下，政
绩导向如果不加以改变，地方债务如果进一
步扩张，风险会越来越大。

对此，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建立
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在完善法律
法规和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基础
上，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做好明年经济
工作，要全面认识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
增长的关系，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
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
症的速度。

纠正GDP崇拜
宗良认为，会议提出“全口径预算管

理”、“严格举债程序”、“加强教育与考核”等
措施，从机制上约束地方政府盲目融资的冲
动。通过把债务筹集与相关人员责任有机
联系，可摆脱以往借完债就走人，有人借、无
人还的困境，从源头上遏制地方政府筹集债
务的冲动，减轻债务的快速增长。

地方债具有非常强的外部效应，其中之
一是与银行的关联，地方债出现风险将会极
大地波及银行业。对此，银监会明确表示，
2014 年银行业将进一步健全对地方政府贷
款的风险识别、评级与管理机制，确保平台
贷款余额不增，结构优化，还款来源落实。

破解地方债务风险，除了改革财税体制
之外，必须真正扭转政绩考核模式，消除地
方政府的 GDP 崇拜，从思想上纠正不正确的
政绩导向，并通过政绩考核的指挥棒确保其
实现。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摆正政绩观 防控债务风险

用崇拜GDP的劲头纠正“GDP崇拜”

“前所未有”

伦敦消防局官员说，当地时间 19
日晚 8时许，伦敦西区知名的阿波罗剧
院内一块巨大石膏吊顶发生坍塌，从
数层楼高度砸向观众席，还蹭塌了部
分高层包厢。

消防官员说，事故发生时，设有
775 席的阿波罗剧院中，大约 720 人正
在观看演出。发生坍塌的石膏吊顶面
积大约 100 平方米。

事故发生后，伦敦市出动数百名
警察、50 多名消防队员和 8 辆消防车
及一架救援直升机展开救援。

伦敦急救中心不久发表声明，没
有人员死亡。包括儿童在内，共 88 人
受伤，其中多数人轻伤，7 人伤势严
重，但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急救中心稍后更新受伤数
字，证实共救治 76 名伤者，其中 58 人
被送往医院，7 人伤势严重。

“当是演出”

目击者埃米·莱克兹当晚带着自
己的两个孩子到剧院观看演出。她回
忆，演出至一半时，“整个屋顶砸向我
们前面的观众席”。

“我们上面有高层包厢保护，就跑
了出来，可以听到人们开始尖叫，”莱
克兹说，“我们还以为这（石膏吊顶）是
水……以为是演出的一部分。我拉着
孩子就跑了。”

目击者马丁·博斯托克告诉英国
广播公司记者，当时观众们聚精会神，
看到舞台上的演员们突然反应一致，

“看着观众席上方，还拿手指着，表情
惊恐，然后有东西开始掉落，还有烟”。

“我以为这也是演出一部分，直到
有东西狠狠地砸到我头上，”博斯托克
说，“我想，事情不太对劲，然后我们周
围都被砸中了。坦率讲，我觉得我们
遇到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麻烦了，有
些可怕。”

美联社援引观众斯科特·丹尼尔
斯的话报道，他最初听到尖叫声，然
后看到大块石膏板掉落，“我以为是
演出……舞台上的动作和对话正继
续，但不久灯光都没了，到处是灰……
每个人都在咳嗽。”

调查原因

消防官员尼克·哈丁说，当局将连
夜调查这起事故，现阶段难以确定剧
院塌顶原因。

事故发生大约一小时前，伦敦遭
遇一场罕见风暴袭击，并伴有雷电。
不过，哈丁认为，风暴和雷电应该和剧
院塌顶没有关系，也与舞台布景以及
剧院附近大楼无关。

警方称，没有迹象显示塌顶事故
可能是蓄意破坏行为或者袭击。

阿波罗剧院建于 1901 年，现由尼
马克斯剧院拥有。后者发表声明，对
事故表示“震惊”，称正对这一事故展
开调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伦敦剧院吊顶坍塌，近 80 人受伤

观众太投入 以为是“演出”
新华社莫斯科12月19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

京 19 日表示，他对美国“棱镜”监听项目曝光者爱
德华·斯诺登很感兴趣，同时也很好奇。他还认
为，斯诺登的揭秘行为是高尚而且艰难的。

普京当天在莫斯科举行年度大型记者招待
会。他在回答一名俄罗斯记者有关斯诺登问题时
说，他并不认识斯诺登，从来没有与后者见过面。
不过普京承认，他对斯诺登很感兴趣，同时也很好
奇，斯诺登打算在哪儿生活、怎么生活。普京说，
斯诺登需要自己确定未来的生活，俄方不会帮助
他、也不会阻碍他，而只是给他提供避难场所。

对于斯诺登最终选择公开他所从事过的美国
“棱镜”监听项目，普京说：“他才 30 岁出头，却做
出了高尚但艰难的选择。”普京说，俄罗斯特工部
门以前和现在都没有同斯诺登进行合作，也没有
要求斯诺登供认他曾经工作过的机构在俄罗斯从
事了哪些活动。

此外，普京还不忘顺便揶揄一下美国总统奥
巴马。当被美国记者问到斯诺登事件对俄美关系
产生何种影响时，普京半开玩笑地说，在斯诺登披
露“棱镜”项目之后，他开始羡慕奥巴马，因为奥巴
马“可以这么做，而且不会因此而怎样”。

当天的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是普京举行的第
九次类似活动，共吸引了 1300 余名俄罗斯国内外
记者参加。招待会持续了约 4 小时 5 分钟，共有
52 个记者向普京提问。

今年 6 月 23 日，斯诺登由中国香港飞抵莫斯
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随后滞留机场中转区长达一
个多月。8 月 1 日，斯诺登获得俄罗斯提供的为期
一年的临时避难许可，得以在俄境内自由活动。
斯诺登本月 17 日在巴西报纸发表公开信，表示希
望以协助调查美国情报监控活动来换取巴西政治
避难。对此，巴西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斯诺登的
避难请求“不正式”且“不严肃”。

揭 秘 高 尚 艰 难
监 听 无 人 追 责

普京夸斯诺登损奥巴马

这是 12月 19日在南极普里兹湾拍摄的景象。12月 19日，“雪龙”号离开南极中山站附近的陆缘冰地带，前
往罗斯海地区继续进行科学考察。 新华社发

英国首都伦敦一家剧院
19 日晚进行演出期间发生
塌顶事故，造成剧院内近 80
人受伤，但多数人伤势较轻。

目击者说，剧院内当时几
乎座无虚席，观众聚精会神欣
赏表演，屋顶部分坍塌时还以
为是“演出的一部分”。

12 月 20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前的麦夸里
街，医务人员在警方将声称要焚身的男子控制后检查其身体情况。当
日午间，在悉尼市商业中心区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前的麦夸里街，
警方与在那里停车的一名男子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对峙。车内男
子称将焚身，要求新州州长奥法雷尔从大厦里出来。 新华/法新

“雪龙”出海

12 月 19 日，警察和救援人员在阿波罗剧
院展开工作。 新华/法新

新华社北京12月 20日电 记
者从国防科工局获悉，20 日 20 时
许，“玉兔”号月球车提前结束“午
休”，继续进行科学探测。

“玉兔”号月球车 14 日随嫦娥
三号成功降落月球，15 日“走”出
嫦娥“怀抱”开始月面巡视探测。
月球上一昼夜长约 28 个地球日，
月昼和月夜各长约 14 个地球日。
16 日开始，月球车迎来月昼高温
考验，转入“午休”模式——移动等
分系统停止工作。根据测试结果，
月 球 车 上 太 阳 光 直 射 部 分 高 达
100 摄氏度，而背光的阴影部分低
至零下。

“月球车原定于 23 日结束‘午

休’。经过近几日的观察和对各类
遥测参数的判断，月球车状态正常
稳定，可以承受在当前环境下工
作。为争取更多科学探测时间和机
会，经研究决定，让月球车提前结束

‘午休’，继续开展科学探测任务。”
探月工程新闻发言人裴照宇说。

据介绍，着陆器热控能力强，
在月球午间仍能工作。着陆器上
的地形地貌相机近日对嫦娥三号
着陆点进行了 360 度环拍，获得了
全景照片。其他有效载荷也都开
展了相应的科学探测。

嫦娥三号探测器由着陆器和
巡视器共同组成，巡视器俗称月球
车。

玉兔结束“午休”
提前“起床”干活
传回首张 360度月球全景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