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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 神舟
十一号奔向天宫，我国载人航天再启新
程。北京时间 10 月 17 日 7 时 49 分，执
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
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 2 名
航天员送上太空。正在印度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八次会晤的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一
时间发来贺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在北京观看飞船发射实
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欣闻神舟十
一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我谨向全体参
研参试人员和航天员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天宫二号和神舟十一
号载人飞行任务，将首次实现我国航天
员中期在轨驻留，开展一批体现国际科
学前沿和高新技术发展方向的空间科学
与应用任务，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
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习近平强调，太空探索永无止境，航
天攻关任重道远。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
载人航天精神，精心做好后续各项工作，
确保实现既定任务目标，不断开创载人
航天事业发展新局面，使中国人探索太
空的脚步迈得更大更远，为建设航天强
国作出新的贡献。

按照计划，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在
轨飞行期间将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交
会对接。2 名航天员将进驻天宫二号空
间实验室，并开展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这是两名航天员景海鹏（右）和陈冬
在火箭发射瞬间敬军礼。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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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致电表示热烈祝贺

以行军艰难著称的红军翻
雪山、过草地，究竟艰在哪里、
难在何处？

记者近日走进红军长征时
走过的部分雪山草地，感知当
年红军克服人类体能和生存极
限的英雄壮举。

根据四川省省委党史研究
室整理的史料，中央红军先后
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
山、昌德山、打鼓山 5 座海拔
4100 米以上的雪山，加上红
四、红二方面军，红军长征期间
在四川翻越的 4000 米以上的

雪 山 多 达
67座。

聂荣臻
元帅在回忆
录里写道：

“山顶空气
稀薄，不能
讲话，只能

闷着头走，不管多累，也不敢停
下来休息，一坐下来就可能永
远起不来了⋯⋯就整个来说，
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
互相帮助，发扬了阶级友爱胜
利地越过了夹金山。”

1935 年 6 月 12 日 至 18
日，中央红军分批陆续翻越夹
金山，在四川省小金县与红四
方面军胜利会师。

度过了雪山的艰险，还有
被称作陆地“死亡之海”的草地
在前方考验着红军。红军走过

的川西草地面积约 15200 平方
公里，海拔 3500 米以上，每年 5
月至 9 月正值雨季，草地沼泽泥
潭无路可行。

1935 年 8 月、9 月，1936 年 7
月，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
军先后三次过草地。红军长征走
过的草原腹地，1960 年经国务院
批准建立红原县。穿行在红原县
瓦切镇的日干乔国家湿地公园，
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贺建
军告诉记者，红军过草地主要体
现在“四难”：

一是行路难。草甸下积水淤
黑，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
顶，堪称“魔毯”。沼泽水不仅不
能饮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如果
被这些泥浆泡过，就会红肿溃
烂。一旦下雨，脚下更软、更滑，
稍不慎就会掉进泥沼。

二是食物缺。一般战士准备

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候
草地才走了一半或不到一半。接
下来的路程红军就得靠吃野菜、
草根、树皮充饥。有的野菜、野草
有毒，吃了轻则呕吐腹泻，重则中
毒致死。

三是御寒难。草地天气，一
日三变，温差极大。红军战士过
草地前，大多衣单体弱，穿草鞋、
甚至赤脚的也不少。有老红军回
忆说，脚是湿的，衣服是湿的，身
上几乎没有干过，能冻死人。

四是宿营难。草地到处是泥
泞渍水，一般很难夜宿。在草地里
露宿往往要两人或几人背靠背，才
能增大面积避免陷下去。多位老
红军回忆，有时晚上风雨交加，气
候寒冷，高海拔缺氧，次晨就会发
现一些战友已经停止了呼吸，甚至
是跟自己背靠背休息的战友也牺
牲了。 据新华社17日电

翻越雪山后——

走过草地主要有4难

公 车 改 革 一 直 备 受 关
注。此前，中央和国家机关
车改已全面完成，地方党政
机关车改自 2015 年 4 月正式
实施已有一年半，目前进展
如何？

各省平均节支
率7.88%

中央车改办表示，地方车
改工作进展顺利。29 个省份
省直机关车改已全部完成，18
个省份已完成地市级车改，其
中 10 个省份基本完成了县乡
级车改。按部署要求，地市和
县级党政机关车改将于 2016
年底前基本完成。目前，地方
车改的工作重点已转入完善制
度体系、巩固车改成果的深化
阶段。

截至目前，29 省份已上报
车改方案，中央车改领导小组

审核批复完毕。据初步统计，
29 个省份共涉参改公务人员
821.22 万人。改革前公车总
数 170.26 万辆，取消 77.58 万
辆，压减 45.57%。安置司勤人
员 58.48 万人。各省平均节支
率 7.88% ，其 中 省 本 级 平 均
11.07%。

中央车改办要求，各地要
把节约开支作为车改前提，严
格压减公务车辆，坚守 7%节
支率底线。补贴发放要严格纳
入预算管理，不得扩大发放范
围或者随意提高补贴标准。据
介绍，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广东省等先行车改的地区之前
补贴标准较高，这次按要求普
遍降低，注重解析政策，严格执
行到位。

目前，各地司勤人员安置
工作平稳有序进行，没有出现
突破政策范围、提高安置标准
的情况。

公务出行有哪些
配套保障

“平台”建设是关键。除必须
配备到部门的车辆，保留公车要
平台化管理、高效使用。

中央车改办强调，“平台”建
设，是地方公车改革成败的关键，
是确保车改有利于工作的必要措
施，要求地方各级不仅要建立保
留车辆统一管理的公务用车平
台，还要建立跨部门综合执法用
车平台，除必须配备到部门的车
辆，保留公车要集中管理，打破部
门界限，通过平台统筹调度，更加
高效地保障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下
基层、跨区域公务出差、突发应急
事件处置等重要公务出行。车改
以后，下基层调研、到现场处理问
题等工作需要通过平台车辆来保
障，绝对不能出现工作下不去、现
场到不了的情况。

如何杜绝车改“翻烧饼”

中央车改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要建设“平台”，各地车改
要大力推进公车“信息化”“标识
化”管理，杜绝车改在实际操作中
走形变样、“翻烧饼”等问题。

中央车改办近日对地方车改
情况的督查结果显示：各地车改
通过运用云服务和物联网技术，
将车辆调度、轨迹监控、费用结
算、绩效管理等公务用车全程信
息化，杜绝“公车私用”的同时，也
大大提高运行效率。

同时，很多地方对公务用车实
行标识化管理，方便社会监督。目
前主要采取车身喷涂醒目标识和
采用公务用车专用号段两种方法。

中央车改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鼓励地方探索公车标识化管
理，各地可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据人民日报10月17日报道

各省平均节支率7.88%
车改后，公务出行要有保障，绝不能出现工作下不去、现场到不了

中央车改办——

发布地方车改进展

新华社西宁10月17日电（记者李亚光 张大川） 来
自杂多县的最新消息，17日15时14分发生的杂多县6.2
级地震造成县城部分房屋开裂，县城主干道交通一度发
生拥堵。目前，杂多县城交通已恢复畅通，县城生活秩序
基本正常。

据青海省地震局消息，此次地震震源深度9千米，震
中距离杂多县城 57 公里，距离最近的该县阿多乡 20 公
里，震中海拔4700米左右，处无人区。地震发生时，杂多
县城震感强烈，居民一度外出避震，相邻的西藏昌都丁青
县嘎塔乡有较强震感。

青海省地震局根据人口热力数据初步分析，地震震
中周边 20 公里范围内的人口极其稀少，50 公里内约 1.2
万人，100公里内约1.3万人。

杂多县地处青藏高原腹地，面积 3.5 万平方公里，人
口 3 万余人，以藏族为主。该县县城所在地萨呼腾镇距
离玉树藏族自治州州府玉树市近 200 公里，距离青海省
省会西宁市1002公里。

震源深度9千米 震中处无人区

青海杂多6．2级地震

据新华社沈阳 10 月 17 日电（记者范春生） 设在沈
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挂牌成立以来，高度重
视对跨省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审理，至今年 9 月 30 日已
纠正跨省行政及民商事错案37件。

近两年来，第二巡回法庭以当事人不在同一省份为
标准，共受理跨省行政和民商事案件249件，占全庭受理
的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7.82％；纠错37件，占跨省
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总数的14.86％。

“切实做到有错依法必纠，提升司法公信力，保障当
事人诉权，排除各种干扰。真正把中央的改革精神落到
实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第二巡回法
庭庭长胡云腾说。

第二巡回法庭从去年 2 月 2 日正式办公到今年 9 月
30 日，共受理案件 1783 件，审结 1583 件；开展巡回审判
活动394次，累计参与1240人次，累计工作602天，巡回
法庭作为“家门口的最高法院”的便民利民效应凸显。

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挂牌以来

纠正跨省错案37件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赵文君） 记者 17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日前发布的《水路旅客运输实名制
管理规定》规定，2017年1月10日起，我国部分区域水路
旅客运输将实行实名制管理。

该规定明确，由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或其委托的船
票销售单位，凭乘船人的有效身份证件销售船票，由港口
经营人在乘船人登船前对其进行实名查验，核查船、票、
人、证是否相符。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者应在船舶开航后
统计旅客数量并与港口经营人交换信息，以提高实名查
验的准确性。

结合水路旅客运输实际情况，实施实名制的范围为
60公里以上的省际水路旅客运输（含载货汽车滚装船），
同时琼州海峡省际水路旅客运输也实施实名制管理。除
上述实施范围，省内水路旅客运输实施实名制的范围，将
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公布。

明年起1月10日起

水路客运实名制

长征胜利长征胜利8080周年周年
◎历史解码

10 月 17 日，中央气象台 6 时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
年第 21 号台风“莎莉嘉”的中心 17 日早晨 5 点位于海南
省万宁市东偏南方大约570公里的南海中部海面上。

根据预报，“莎莉嘉”将于18日上午靠近海南东南部
沿海，之后在海南琼海到三亚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强度
为强台风或超强台风，将给海南造成比较严重的灾害影
响。图为大批船只停靠在海口新港码头避风。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7 日电（记者
倪元锦）北京市环保局 17 日通报称，12
日－16 日北方多省雾霾中，区域污染物
受“偏西南气流”影响，致河北北部、辽宁
发生“重污染过程”，北京的本地污染排
放积累，叠加区域污染输送影响，共同造
成雾霾，PM2.5组分显示，机动车污染贡
献突出。

根据环保部16日公布的有关“空气
重污染应急预案”落实情况专项督察结
果，北京市重型柴油车、车龄较长出租车
问题突出，外地进京车辆污染严重。

环保部 16 日通报专项督察结果称
“北京市部分区域仍未落实重污染天气
应急响应预案”，督察组实地抽查发现各
类违规工地 10 余家，以及道路扬尘、小
锅炉污染、垃圾焚烧等点位10余处。

此外，督查发现，北京市重型柴油车
和车龄较长轻型汽车的污染问题比较突
出，车龄 10 年以上车辆的超标率较高，
运行里程超过 30 万公里的出租汽车排
放超标率达到80％－90％；外地进京车
辆污染严重，50％以上进京或过境外地
重型车辆无法达到绿标车排放水平，这
些车辆每车排放量相当于200多辆国四
小轿车。

北京雾霾追凶：

老旧机动车
外地车污染重

据新华社重庆 10 月 17 日专电（记
者陈国洲） 记者从重庆市巴南区检察院
了解到，32 名涉嫌非法购买 412 万条公
民信息的犯罪嫌疑人，近日被检察机关
起诉。检方提醒，不仅是出售公民信息，
购买他人隐私类信息、严重影响他人工
作生活的，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据了解，32 名犯罪嫌疑人共花费
4.6 万余元购得这些信息。其中涉案
数最多的嫌疑人杨某从事贷款咨询服
务，其通过 QQ 群先后花费 2050 元，分
8 次购买车主信息 20 多万条，包括车
牌号、车辆型号、车主姓名和电话、地
址等，每条信息的价格仅为 1 分钱左
右。之后杨某将信息筛选分发给销售
员，由销售员再逐个拨打电话进行贷
款推销。

直到被批捕，杨某都没有清楚地认
识到自己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

办案人员说，根据法律和司法实践
来看，如果被查实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处3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
别严重的，将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购买400余万
条个人信息——

重庆32人被诉

据新华社石家庄10月17日电（记者罗沙 王昆） 河
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日公开宣判国家能源局煤
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对被告
人魏鹏远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
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
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对魏鹏远受贿所得财物和来源
不明财产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4年，被告人魏鹏远先后
利用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基础产业发展司煤炭处副
处长、煤油处调研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煤炭
处处长、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人在煤炭项目审核、专家评审及煤炭企业承揽工程、催要
货款、推销设备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2.1170911317亿元；魏鹏远还有巨额财
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来源。

不得减刑、假释

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

受贿逾2亿被判死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