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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1 日电
我国有关部门将开始联手查处严
重威胁公共安全和航空安全的“空
闹”行为。

国家旅游局新闻发言人张吉
林 11 日表示，支持民航公安机关
依法查处旅客违法行为。1 月 10
日，由昆明至北京 MU2036 航班上
的旅客因不满航班延误，擅自打开
飞机紧急出口，其中涉事北京旅行
团导游李某媛及一名旅客被治安
拘留。

针对这一事件，张吉林表示，
国家旅游局高度关注事件进展，坚
决支持民航公安机关依法对导游
和旅客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他说，国家旅游局已要求北京
市旅游委进一步调查核实相关情
况，依法依规对涉事导游和旅行社
作出处理，同时委托云南省旅游委
与当地民航公安机关保持密切联
系，进一步了解事件发生的详细情
况，依法、合理为涉事导游和游客
提供帮助。

国家旅游局强调，任何游客都
不能干扰航班正常秩序，破坏航空
安全，危害其他游客的安全和合法
权益。国家旅游局将根据《游客不
文明行为记录暂行管理办法》，将
涉事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纳入《全国
游客旅游不文明记录》，并通报旅
游业相关企业。

据新华社新疆阿图什1月 10
日电 10 日 14 时 50 分，新疆克孜
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简称克州）
州府阿图什市发生 5.0 级地震。截
至 10 日 22 时，地震已造成震中哈
拉峻乡 377 户、1508 人受灾，其中
房屋严重受损 51 户，目前无人员
和牲畜伤亡报告，受灾统计和救灾
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记者在哈拉峻乡见到阿图什
市市长阿巴白克力·买买提明。他
告诉记者，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哈拉

峻乡的克孜勒陶村，截至 10 日 22
时，全乡 12 个村，有 7 个村子受到
地震影响，377 户、1508 人受灾，其
中 51 户房屋严重受损成为危房。

阿巴白克力·买买提明说，地
震发生后，克州党委和政府高度重
视，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成立
应急抗震救灾指挥部，及时组织哈
拉峻乡党委政府前往震中摸底排
查受灾情况，并调动驻村干部、民
兵救援队伍、村警、党员等各方力
量，开展灾后救援工作。

综合新华社电 德国《图片报》
1 月 10 日报道，根据美国截获的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头目之间的通
话，法国近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
或许只是前奏，极端人员还计划在
欧洲其他城市发动袭击。

报道称，在法国巴黎发生袭
击后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
了“伊斯兰国”头目之间的通话，
宣称要发动下一轮袭击，目标是
包括罗马在内的欧洲其他城市。
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袭击计划。

另据报道，位于德国北部城市
汉堡的《汉堡晨邮报》报社 11 日凌
晨遭纵火，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

汉堡警方发言人说，当天凌
晨 2 时左右，不明身份人员向《汉
堡晨邮报》报社大楼投掷燃烧物
体，未造成人员伤亡。据《汉堡晨
邮报》官方网站消息，法国《沙尔
利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该
报刊登了《沙尔利周刊》曾刊载过
的讽刺漫画。

德国警方说，正在调查这起
纵火事件是否与刊登《沙尔利周
刊》刊载过的漫画有关，但现在下
结论还为时尚早。警方已逮捕了
两名男子，怀疑他们与此次纵火
事件有关，但未透露嫌疑人的其
他信息。

一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
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纪
律检查体制改革坚持立行立改，抓
具体问题，出硬招实招，取得了立
竿见影的成效。

强化“两个责任”

2014 年，仅福建一省就有 112
名党员领导干部因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到位被查
处，其中 25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14年4月，中央纪委驻会副书
记还分成 7 个组，赴辽宁、河南、天
津、浙江、贵州、广东、甘肃等地，就切
实履行主体责任进行了调研指导。

在内设机构、行政编制、领导
职数总量不变的情况下，2014 年，
中央纪委再次调整机关内设机构，
增设纪检监察室，新设纪检监察干

部监督室，执纪监督部门数量和人
力进一步加强，分别占到机构和编
制总数近 70％。

省级纪委也相应完成内设机
构和人员调整，并从 90％的议事协
调机构中退了出来，并拢五指、攥
紧拳头，把更多力量投入到党风廉
政建设“主战场”。

落实“两个为主”

2014 年以来，广东省各级纪检
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党员干部人
数近万人，其中像厅级干部已超过
80 人，创历史新高。

去年 4 月，中央纪委在广东、河
北、浙江、河南、陕西 5 个省和国务
院国资委、商务部、海关总署 3 个部
委启动了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
改革试点工作。

同时，按照中央纪委要求，试
点省和部委还对各自的下级纪委
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广东省
纪委作为在省内开展试点的单位，
在省、市、县三级全面推开试点工
作；河北、浙江、河南、陕西省纪委
共选择 15 个地市、11 个省级机关
作为试点单位；海关总署作为垂直
管理部门，也对系统的试点工作提
出了具体方案。

改革后，包括广东在内各试点
地方和部门纪检机关独立性进一
步增强，初核案件和立案数均有大
幅增长，初步破解了“同级监督太
软”“基层不敢查案”等难题。

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
为主，纪委书记、副书记提名和考察
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作为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的
主要内容，“两个为主”进一步推动

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
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

实现“两个全覆盖”

2015 年新年伊始，各地各部门
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就
已在巡视工作的“催化”作用下，如
火如荼开展起来。

“改 进 中 央 和 省 区 市 巡 视 制
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
全覆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
出这一决策部署后，中央常规巡视
节奏明显加快，从 2013 年的 2 轮增
至 2014 年的 3 轮，实现了对 31 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全覆盖。

与此同时，中央专项巡视工作
在开展先期试点的基础上全面启
动，目前已巡视 19 家单位。专项巡
视以其机动灵活、出其不意、更具

针对性和准确性的特点，为实现对
中央一级部门单位的巡视全覆盖
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
领导和有力督促下，省级巡视工作
也得到持续改进，与中央巡视形成
上 下 联 动 、全 国“ 一 盘 棋 ”态 势 。
2014 年前 11 月，各省区市巡视组
共发现涉及厅局级干部问题线索
1528 件、县处级干部问题线索 3853
件，分别是 2013 年的 7.5 倍和 5 倍。

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专项
小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认真
落实《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
方案》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 2015 年工作要点》，立足本届
任期，坚持立行立改，加强统筹协
调，抓好督促检查，不断将改革推
向深入。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奶价
走跌、国内乳品消费不振等因素直
接推动下，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卖
奶难现象，“倒奶”“杀牛”时有发
生。为何频频上演“倒奶杀牛”现
象？我国 200 万奶农如何才能跳
出“卖奶杀牛”乳业魔咒？

“倒奶杀牛”进一步蔓延

“留着卖不掉，倒了又可惜，每
天只好把多出来的牛奶拉到敬老
院送爱心。”成美玉是山东省东营
的一家奶牛养殖户，谈到卖奶难，
她愁容满面。

倒奶仅仅是开始。随着收购
价格的持续走低和乳企对鲜乳的
限购限收，去年年底以来，奶户杀
牛弃养现象开始出现。“附近地区
奶牛养殖场已经开始杀奶牛了。”
山东省梁山县奶牛养殖大户裴树
克告诉记者。

记者采访了解到，除了山东，
“倒奶杀牛”现象也蔓延至河北、内
蒙古、黑龙江等主产区，甚至出现
在广东等南方地区。

这种现象并非初次出现。过
去几年来，“倒奶杀牛”就曾在奶业
主产区一些地方屡次上演，成为近
年来众多散户奶农难以摆脱的乳
业魔咒。

中国乳业杂志社社长冯艳秋
认为，奶牛的饲养周期远比鸡、猪
等畜禽长，养 2 年多才能产奶，存
栏基数一旦下降很难恢复，而国内
的上游养殖链如果断裂，下游加工
企业就会被国外控制。

凸显奶农弱势地位

专家指出，奶源过剩、消费低
迷是造成“倒奶杀牛”的直接原因，
深层次原因则是奶农与奶企间关
系失衡，凸显奶农的弱势地位。

“从供需关系看，造成卖奶难
的直接原因有两点，一是进口奶粉
价格持续走低，国内奶源总体过
剩，二是我国乳制品消费市场低
迷，导致需求减少。”中信证券首席

策略师毛长青说。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国际奶粉

价格持续走低，同样 1 吨进口奶
粉，到岸价比国产奶粉平均低 1 万
元左右，乳品企业更愿用进口奶粉
作为加工原料，对国内生鲜乳的依
赖明显减少，而去年国内生鲜乳产
量增长 5.2％，进一步导致奶源的
过剩。

此外，乳制品消费市场低迷也
是一重要原因。数据显示，去年前
10个月我国乳制品总产量同比下降
0.04％，乳品企业收购意愿降低。

“除此之外，奶农‘倒奶杀牛’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据农业部
奶业办公室副主任邓兴照介绍，我
国奶牛养殖和乳品加工脱节，乳品
企业掌控生鲜乳的收购权和定价
权，奶农在价格上没有发言权，“奶
少时抢奶、奶多时拒收”，成为乳企
和奶农失衡关系的真实写照。

摆脱悲剧需分步走

农业部 1 月 11 日表示，受乳品
企业库存奶粉较多、乳制品消费增
速下降及国际市场预期增产降价
等因素影响，未来乳品企业收购生
鲜乳的积极性仍不高，养殖小区和
散养户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专家建议，要出台应急政策，督
促乳品企业履行收购合同，做好生
鲜乳收购，落实奶农救助补贴，将奶
农的损失减少到最低；要理顺乳品
企业和奶农利益机制，让奶农在价
格上吃上“定心丸”；长远则应构建
现代奶业生产经营体制，向规模化
养殖转变，提升竞争力，从根本上帮
助奶农摆脱“倒奶杀牛”养殖悲剧。

“在国外，企业一般是先有养
殖场再进行加工，奶农是乳品企业
的股东，二者构成紧密联系的利益
共同体。但国内乳业产业是两张
皮，奶业养殖和加工企业相互独
立，主要靠合同供奶，变数多风险
大。”冯艳秋建议，中国乳业应向养
殖、加工、销售一体化方向发展，实
现产业的融合。

（据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针对
近期“卖奶难”问题，农业部 11 日
表示，将通过协调乳品企业增加收
购、启动奶业生产监测、加大政策
扶持和救助力度，全力以赴处理

“卖奶难”，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
业生产。

农业部表示，将积极协调乳
品企业增加收购。1 月 8 日，农业
部与伊利、蒙牛等重点乳品企业

奶源负责人进行协调，督促企业
做好生鲜乳收购工作，稳定中小
牧场和养殖户小区的奶价，保护
奶农利益。

农业部表示，将启动奶业生产
监测工作。目前，农业部已启动全
国奶业生产周报制度，及时调度生
鲜乳生产销售状况，重点收集乳品
企业拒收数量、奶农倒奶数量、非
正常淘汰奶牛等情况。

农业部称，将积极争取财政、
工信、质检、食药监等有关部门的
支持，研究制定包括奶农救助、奶
粉临时收储、扩大乳制品消费等方
面政策措施。

下一步，农业部将继续及时监
测全国生鲜乳生产销售形势，根据
形势变化会同有关部门推动适时
出台保护奶农利益、稳定奶业生产
的政策和措施。

1 月 11 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救援人员在车祸现场查看汽车残
骸。巴基斯坦官员 11日说，一辆客车与一辆油罐车当天凌晨在南部城
市卡拉奇相撞，造成至少 59人死亡。 新华社发

为正风肃纪提供坚强制度保障
——全面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述评

国家旅游局表示

支持依法查处“空闹”

新疆发生5.0级地震
已造成 1500 余人受灾

德媒称法国恐袭案或只是前奏

欧洲多地面临恐怖威胁

忽而“奶荒牛贵” 忽而“倒奶杀牛”

200万奶农如何摆脱“乳业魔咒”

农业部多管齐下缓解“卖奶难”
▶▶相关新闻

新华社发

巴基斯坦发生严重车祸
至少 59 人死亡

近年来，依托整村推进开发

平台，全省各地涌现出一批科学

规划引领好、支柱产业发展好、

工程建设标准高、示范引导作用

强的整村推进示范村。2014年，

我省在 2011 年至 2013 年实施过

整村推进的贫困村中，开展了整

村推进示范村评选活动。经过

各省辖市、县和直管县（市）扶贫

办、财政局总结推荐，省级组织

人员现场调查并组织有关专家

论证，在媒体公示后，最终评选

出 100 个示范村（名单附后），现

予通报表彰。

2014年度全省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示范村名单
（排名不分主次）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委会巩密关村

尉氏县邢庄乡尹庄村

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

汝阳县陶营镇范滩村

栾川县滩头镇仓房村

嵩县车村镇天桥沟村

洛宁县河底镇元村

舞钢市八台镇杨泉村

鲁山县梁洼镇北街村

安阳县善应镇化象村

内黄县亳城乡河村

淇县黄洞乡纣王殿村

原阳县官厂乡黄寺村

封丘县陈固乡东仲宫村

卫辉市太公镇东陈召村

博爱县孝敬镇坞庄村

沁阳市西万镇景明村

武陟县谢旗营镇亢杨村

台前县夹河乡姚邵村

南乐县梁村乡邵庄村

许昌县河街乡北岸村

禹州市苌庄乡柏村

舞阳县姜店乡光国杨村

卢氏县瓦窑沟乡龙泉坪村

陕县西张村镇西阳村

镇平县老庄镇李家庄村

内乡县乍曲乡水沟村

内乡县赤眉镇马营村

社旗县郝寨镇年庄村

西峡县回车镇垱子岭村

民权县褚庙乡利河村

虞城县杜集镇王桥村

商丘市睢阳区毛堌堆乡大周楼村

商丘市梁园区李庄乡邓斌口村

商城县伏山乡里罗城村

商城县金刚台乡杜畈村

新县陡山河槐店村

罗山县彭新镇杨店村

光山县晏河乡付店村

西华县红花镇龙池头行政村

扶沟县韭园镇何家行政村

商水县张明乡夸陈行政村

沈丘县付井镇郭岗行政村

郸城县巴集乡喻庄行政村

淮阳县郑集乡杜庄行政村

太康县老冢镇刘寨行政村

项城市丁集镇张楼行政村

驿城区诸市镇魏庄村

确山县留庄镇三宗寺村

上蔡县华陂镇大岳村

平舆县万冢镇蔡庄村

兰考县固阳镇端庄村

滑县慈周寨乡北李庄村

邓州市小杨营乡杨岗村

永城市马牧镇霍土楼村

固始县泉河铺乡吴小庙村

鹿邑县马铺镇圣堂村

登封市颍阳镇王堂村

开封县刘店乡束庄村

汝阳县刘店镇岘山村

洛宁县西山底乡南洞村

宜阳县香鹿山镇牌窑村

孟津县城关镇桐树凹村

新安县北冶镇马行沟村

叶县邓李乡杜杨村

林州市任村镇南丰村

内黄县东庄镇南流河村

鹤壁市淇滨区上峪乡南山村

辉县市南寨镇坝前村

原阳县福宁集镇小吴庄村

孟州市赵和镇南临泉村

濮阳县郎中乡郎中集村

清丰县大屯乡北召市村

濮阳市开发区新习乡丁寨村

襄城县姜庄乡大营南村

临颍县繁城镇米湾村

灵宝市焦村镇姚家城村

渑池县坡头乡不召寨村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穴子仓村

南召县马市坪乡方冲村

淅川县仓房镇磨沟村

方城县杨楼乡治平村

唐河县桐寨铺镇碾盘桥村

新野县前高庙乡张庄村

宁陵县石桥镇刘花桥村

柘城县岗王镇门楼王村

潢川县江家集镇杜营村

光山县净居寺管理区李湾村

新县浒湾乡郑店村

浉河区双井办事处五纪村

淮滨县三空桥乡郑小庄村

沈丘县刘庄店镇郜庄行政村

淮阳县黄集乡王营子行政村

汝南县留盆镇大冀村

西平县焦庄乡大王庄村

泌阳县羊册镇大贾楼村

遂平县常庄乡大王庄

济源市下冶镇砖阳河村

汝州市夏店乡黄沟村

新蔡县陈店镇大刘庄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