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王明浩）保障房分配
的公开、公平、正义，一直备受关注。为把保障房分给
真正需要的人，北京严把资格关，实行动态审核，截至
去年底共取消了 !""!户瞒报房产、收入、资产轮候家
庭的保障房资格。

北京市住建委委员、新闻发言人秦海翔表示，
#$%# 年，全年基本建成各类保障房 %$ 万套，完成配
租配售 &'( 万套。住房保障部门与公安、社保、公积
金、车管、地税等部门建立联网查询和信息比对机
制，对保障房申请家庭资产、收入情况进行动态核
查。

到 #$%# 年底，有 !""! 户瞒报房产、收入、资产
轮候家庭被取消保障房资格，有虚假申报行为的 #($#

户家庭被记入不良信用档案。
与此同时，北京每年都要对公租房、廉租房承租家

庭进行专项复核，不符合保障条件的及时予以清退。
到 #$%# 年底，#$$ 余户已入住家庭被依法收回住

房，这是北京首次公布保障房收回数据。

北京

取消5665瞒报家庭保障房资格
本报南京 ! 月 "# 日电 （李正

法）江苏检验检疫局日前在南京举
行入境旅客携带、邮寄禁止进境物
品集中销毁行动。重达 #$$多公斤
的燕窝、海参、干贝、猪肉干、肉
松蛋卷、鲜奶、水果、植物种子等
被付之一炬。这是一个月来从南京
口岸入境旅客通过携带、邮寄渠道
非法入境的国 （境） 外动植物产
品。

检验检疫人员提醒说，从入境
旅客携带物、邮寄物中截获禁止进
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呈逐年上升趋
势，并从中发现大量有害生物，江
苏去年截获 %'(万多批次，发现有
害生物 %!$$ 余批次。这些国外有
害生物一旦传入，将对我国的农业
和生态造成严重危害。春节即将来
临，出入境人员将大大增加，希望
广大旅客严格遵守我国的有关法律
法规，不要随意携带、邮寄禁止物
品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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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曼谷 !月 "#日电 （记者韩硕） 据
隶属于新加坡总理办公室的新加坡国立研
究基金会 #! 日介绍，有 %" 名世界各地的
年轻科研人才获得了第六届国立研究基金
会研究奖学金，每位获奖者未来 ! 年内均
可获得最高为 ($$ 万新元 （约合 #)$'* 万
美元） 的科研拨款，并在新加坡展开科学
研究，其中有两名中国青年获此殊荣。

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公关部主任切
利·罗 #!日对本报记者表示，这 %"名青年俊
才是从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
学等世界顶尖大学或研究机构的 %)#名候选
者中层层选拔而出。获奖的两名中国青年分
别是 ($岁的夏立荣和 #&岁的刘政，他们获
得了计算机科学和机械工程领域的奖学金。

该奖项是在首届全球青年科学家峰会期
间颁发的，为期 " 天的峰会于 #! 日在新加
坡闭幕。

两名中国青年

获新加坡巨额奖学金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王经国） ! 月 "# 日
晚，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春节，国防部在八一大楼举行
"$!%年新春招待会，来自 &$多个国家的 "#$余位外国驻
华武官夫妇应邀出席。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
峰辉、张阳、赵克石、张又侠，解放军四总部、驻京各大单位、
武警部队和军委办公厅等有关单位领导出席了招待会。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主任钱利华代表梁光烈致辞。钱利
华说，"$!%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国军队将继续与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为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国防部举行新春招待会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张意轩） 中国进口大
米由于 #$%# 年数量的激增
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话题，
大米进口增加是否会带动国
际粮价上涨，并推高全球粮
价、引发国际粮食危机？农业
部有关负责人在就此相关问
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
国大米市场供应充裕，#$%#
年进口增加主要是国内外价
差较大所致，大米进口增加
但数量有限，不会改变我国

大米供给基本平衡的局面，
更不会危及世界粮食安全。

据海关最新统计，#$%#
年我国进口大米 #(%'"万吨，
同比增 ('%倍，为 #$$$年以
来最高值。对此，农业部有关
负责人分析表示，前些年我
国进口大米主要以泰国香米
为主，而普通大米进口基本
没有价格优势。#$%#年我国
大米价格开始高于越南、巴
基斯坦等国，进口米价格优
势凸显。特别是越南大米，由

于生产成本低且连续两年增
产，价格优势明显。据统计，
#$%#年我国进口大米主要来
自越南、巴基斯坦和泰国。

该负责人说，尽管#$%#年
我国大米进口增加，但由于进
口量在国际稻米贸易中占比
小，在我国大米生产和消费总
量中占比小，这“两小”特征决
定了我国大米进口既不会对
全球粮食市场运行产生明显
影响，也不会改变我国稻米供
需基本平衡的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许栋诚、杨依军）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应为
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
推动实现双方在亚太的良性互动。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克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
会国务卿提名听证会上表示，发展对华关系至关重要，希望
中方能同样认识到加强与美关系重要性。美不应对中国在
亚太地区军力增长做出过度反应。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中方注意到克里参议员有关表态。中方高度
重视发展中美关系，愿与美方共同努力，继续推进中美合
作伙伴关系建设，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亚太是中美利
益交融最紧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中美应为维护亚太地
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共同发挥建设性作用。
“双方可继续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亚太事务磋商等

机制保持沟通、协调与合作，推动实现中美在亚太的良性
互动。”洪磊说。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陈劲松） 财政部、民政
部 "# 日下拨 "$!"("$!% 年
度第二笔中央冬春救灾资金
!%)* 亿元，要求各地将中央
补助资金与地方自然灾害生
活救助资金统筹使用，按照
“专款专用、重点使用”的原
则，对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口
粮、衣被取暖等困难给予补
助，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

至此，财政部、民政部共安
排下拨 "$!"+"$!% 年度中央
冬春救灾资金 *& 亿元，支
持各地统筹解决冬春期间受
灾群众口粮、衣被取暖等基
本生活困难。

去年 !" 月第一笔中央
冬春救灾资金 #','亿元下拨
以来，各地抓紧完善实施方
案，认真核定救助对象，及
时发放救灾资金和物资，妥
善做好受灾群众冬春生活救

助工作。目前，各地正将中
央和地方各级安排的冬春救
灾资金发放到户、到人。

此外，针对部分高寒、寒
冷地区受灾群众过冬生活困
难和近期南方部分地区发生
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民政
部向内蒙古、江西、湖南、广
西、贵州、云南、西藏、新疆等
地共组织调运 -$$$ 顶棉帐
篷、!'万床（件）棉衣被，确保
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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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月 "#日电（记者叶紫）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
发言人尹成基通报 #$%# 年就业和社保情况及
#$%(年工作安排。

尹成基说，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
积极的就业政策，#$%# 年就业局势保持基本
稳定。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 万人，城镇失
业人员再就业 !!#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 （女
)$岁、男 !$岁以上）实现就业 %*#万人，年
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

据悉，#$%# 年人社部原定的城镇新增就
业目标为 &$$ 万人，实际完成目标任务的
%)$+，可以说是达到历年之最。

"$!%年高校毕业生 &''万人

尹成基说，#$%# 年重点群体 （高校毕业
生、农民工） 就业工作稳步推进。#$%( 年将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
策，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的位
置，在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培育
新的就业增长点，在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中有针
对性地做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

#$%( 年高校毕业生达到 "&& 万人，比去
年又有新的增加。再加上往届已经毕业没有就
业的人员，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会进一步
加大。人社部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首
位，落实和完善扶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政
策，多渠道拓展高校毕业生就业领域。

企业退休养老金调至 !'$$元

#$%#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
保险人数分别为($(,&万人、!(!*&万人、%!##!
万人、%*&&(万人、%!))!万人。这!项社会保险基

金总收入为#*)"!'(亿元，比上年增长%*')+；总支出##$"('%亿元，增长##'#+。
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提前 * 年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年

底，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 )*(,$ 万人，比上年底增加 %!%*, 万人，
%($,!万城乡老年居民按月领取养老金。

针对城乡就业人员流动比较频繁的状况，人社部研究制定了参保人员在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之
间转移接续的政策。

#$%#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调整工作完成后，全国企业参保退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达到 %,#%元，比上年增加 #%$元。

在回答有记者问“公职人员和企业职工养老金双轨制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有哪些解决的措施？”这一问题时，尹成基表示，这个问题中央非常重视和关
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今年是连续第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
金，去年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养老金达到 %,#%元。今年还要再提高 %$+。调
整之后，企业退休人员平均月养老金水平将达到 %&$$元。也有一些企业高级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反映待遇相对比较低，今年在普遍调整的基础上，对企业
退休高工、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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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黑龙江省“就业援助月”

活动启动。图为求职者在活动现场咨询。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应推动中美在亚太良性互动

中国进口大米不会危及世界粮食安全
#$%#年我国进口大米同比增 ('%倍

中央冬春救灾资金再次下拨
-$$$顶棉帐篷确保受灾群众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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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山

东科技职业学院举

办“外国留学生体

验中国年”活动。图

为潍坊剪纸艺人在

指导外国留学生学

习剪窗花。

王立军摄
（新华社发）

正副主席 %# 人，常务
副主席就 !* 名，秘书长 "

人，副秘书长 !$ 人……这
是陕西省书法家协会最新一
届的领导数量。在这个协会
里，称得上领导的竟然达
'# 人，个别在职领导干部
也出现其中。

职数膨胀

兼顾不同系统

陕西省书协在给“新华
视点”记者提供的《陕西省
书协第四届主席团成员组成
情况说明》中称，本届书协
是按照政治性、专业性、梯
次性等原则组成，主席团成
员均具有较高的艺术造诣，
在省内外书法界有较大的社
会影响；主席团成员兼顾陕
西不同地域，既有省直部门
和系统的同志，也有来自关
中、陕北、陕南市级书协的
同志。

陕西书协秘书长王改民
"#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省书协目前有会员 %*$$ 多
人，而且每年还以几百人的
速度增长。目前是有一些在
职或退休领导干部在书协担
任了领导职务，但整个书法
家协会中“吃财政”的只有
驻会秘书长和一名省文联派
驻干部共两人。

“挤”进协会

“头衔”影响价格

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名誉
主席……大大小小，构成了书协的一道
特殊“景色”。一些人说，现在的书协，
群众性不见增长，官僚气越来越浓。

动辄几十人的书协领导在全国并非
陕西一家。记者查阅了其他省的书协主
席团名单，发现河南、黑龙江、山东等
省的书协领导人数也不在少数。其中，
山东省书协副主席 !* 人，河南省副主
席 !-人。

陕西省书协“领导扎堆”，显现出
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记者在调查中

了解到，从省书协到市书协
再到县书协，书法评级、比
赛无一离不开书协。书法爱
好者“挤”进书协，一些官
员“挤”进“主席团名单”，
盖因其书法作品的出售价格
会水涨船高。

记者采访的几位书法界
业内人士称，判断一幅书法
作品的价值首先是其艺术水
准，但目前艺术界存在一些
不正常现象，书法家的“头
衔”会对作品价格产生影
响。

据记者了解，一般省书
协副主席的四尺作品 #$$$

元，当上书协主席以后，作
品能上涨到两三万元，“价
格看着不高，但是架不住数
量多。”“行业协会等社会
群众组织，虽没有明确职数
规定，但 %$ 多名主席，!$

多名秘书长，显然是一种不
正常现象。”郑州市文联纪
委书记李国昌说：“人数众
多的主席团，如何通过层层
审核，起码说明相关部门在
换届问题上不够谨慎和严
肃。”

对很多网民而言，最关
心的还是书协领导的书法水
平和头衔称职匹配吗？能不
能也把他们的作品在网上晒

一晒，让大家评评看。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一苗、宗巍、

傅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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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
向“剩宴”说

程茜子 王淑凤

近 ($ 个成员，" 万份宣传单页，!$$$ 余张
海报，!$$$万次被转发……近日，由北京一群
中青年人发起的“从我做起，今天不剩饭”的“光
盘行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春节临
近，拒绝“剩宴”呼声火热，许多网友表示，今年
过年要做“光盘族”、“打包族”。

“剩宴”是因为“爱面子”？

“我们一般跟客户吃饭不会打包，因为吃
饭谈生意的时候面子很重要，跟朋友吃饭的话
才会打包带回去。”北京集酷创展国际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汪方对笔者说。
正院大宅门（北京）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品

牌发展总监张建一也表示：“很多客人来餐厅
吃饭主要是为了谈事儿，为了表‘诚意’往往
会点一大桌子菜，但很多菜往往只动两筷子就
不吃了，由于‘爱面子’也不会打包带走。”
“爱面子”已经成为很多“剩宴”的理由。

争当“光盘族”，带“剩宴”回家

“我们仅仅是作为源头发出这个号召，说
出很多人心底的话。希望有更多的人作为种子
和源头，把这个活动接下去。”“光盘行动”
的发起人焦慧娟说。

短短时间，“光盘行动”得到很多人的响应，

很多餐厅也表示积极支持。“我们做餐饮的对于
‘剩宴’感触最深，顾客埋单时要打包带走，我们
会特别高兴地把餐袋和餐盒递上。”张建一说。

微博上，“光盘行动”也得到积极响应。很多
网友饭后把自己的“光盘”拍下来晒到网上。“爱
上‘打包’、争做光盘族。”网友-杜世民说。

除了“光盘”，人们还建议采取一些其他
方式来避免浪费。“不举办年会，以假期或红
包等形式取而代之，尽量避免浪费。”汪方建
议。“我们也对菜量进行合理的调整，以减少
浪费。”张建一说。

题图： %月 #)日，青岛海景花园大酒店

员工在酒店入口开展“厉行节约、文明用餐”

倡议宣传。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朱慧卿制

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