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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去年社会服务支出逾 3655 亿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3 月起施行

海关总署

去 年 缴 获 各 类 毒 品 5.1 吨

国家发展改革委

处罚部分交通运输客票代理企业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民政部日前
发布的 2013 年四季度社会服务统计季报显示，2013 年 1
至 12 月，社会服务费实际支出 3655.9 亿元，其中救灾支
出 121.3 亿元，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724.5 亿元，农村
最低生活保障支出 841.9 亿元，农村五保集中供养支出
73.9 亿元，农村五保分散供养支出 100.4 亿元，抚恤事业
费支出 509.8亿元，社会福利费支出 136.4亿元。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顾阳从海关总署获悉：
2013 年全国海关共立案侦办走私毒品案件 465 起，缴获
各类毒品 5.1吨。

据悉，在国务院组织开展的打私联合行动中，打击毒
品走私被列为行动重点之一。海关总署会同公安部共同
牵头组织，地方公安禁毒部门与海关联合开展“肃毒害、
创平安”百日攻坚会战。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苏琳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获悉：《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将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
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用工单位在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超过其
用工总量 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方案，于规定施行
之日起 2年内降至规定比例。

本报讯 记者刘瑾报道：近日，针对部分民航、铁路
客票销售代理代购企业趁春运客票紧张之机乱涨价、乱
收费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价监局组织有关省市价格主
管部门立即查处。

检查发现，部分地方民航、铁路客票销售代理代购企
业存在超过政府指导价加价、价外加收费用变相涨价等
行为。对有关价格违法案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已责成当
地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④

连续 10 年的大丰收，就像跳高运动
员一样，越跳越高，提高的空间和难度也
越来越大，今后我国粮食增产的潜力有多
大？在日前举行的农业部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部种植业司司长曾衍德介绍了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的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
关于增产潜力等热点问题。

继续增产可以实现

“十连增”之后，粮食生产站在高起点
上，高位爬坡非常艰难。曾衍德说，从技
术和工作的角度上，今后继续增产是可以
实现的。

一是科技有潜力。去年粮食亩产是
358.5公斤，相对 10年前单产提高 69.6公
斤。未来单产提高依然有潜力可挖。从
良种来看，部分区域试种的品种产量水平
较现有品种还有 50%至 80%的提升空

间。二是地力有潜力。耕地质量是提高
单产的重点。据专家测算，高产田更新提
质后单产可提高 5%，中低产田改造后单
产可以提高 20%，将新增产能 1000 多亿
斤。三是防灾减灾有潜力。我国农作物
每年发生气象灾害面积约 5 亿亩至 6 亿
亩，发生病虫害 70 多亿亩次。减损就是
增产，随着防灾减灾水平提升，这方面增
产还有潜力。

种粮主体积极性待提升

当前在我国一些玉米主产区，农民增
产后反而没有增收。据统计，全国 75%以
上的粮食产量、80%以上的商品粮都来自
13 个主产区。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财
政状况比较紧张，农民种粮比较效益偏
低，影响了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针对这一
情况，曾衍德说，要着力提升主产区和农

民两个主体的种粮积极性。
解决主产区积极性问题，核心是利益

调节。曾衍德说，从新一轮政策看，着力
加强的有 3 个字：“加、减、建”。“加”就是
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奖补力度；“减”主要
是减轻主产区财政负担；在“建”的方面，
要加强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有

“补”和“联”两个字。“补”是补偿主产区生
产的商品粮，由中央财政、主销区、主产区
共同承担；“联”是要建立主产区与主销区
联动机制。

“抓粮食生产，就怕粮价不高、农民不
愿种。”曾衍德表示，还要进一步完善粮食
重点品种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政策。

分品种确定自给率目标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国家粮食
安全战略的 20 字方针。曾衍德认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要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
和粮食需求的实际，确定科学、可行的粮
食自给率目标。

曾衍德认为，最基本的目标是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稻谷、玉米、小麦这 3
大作物的产量占现有粮食产量的 90%以
上，保住了谷物，国家粮食安全就有了
基础。根据粮食生产现状和资源条件，
谷物自给率应保持在 95%以上。其中，
口粮是百姓所吃的米饭和面食的来源。
口粮绝对安全就要求稻谷和小麦自给率
接近 100%。

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根本上
还是要靠提升粮食产能。一方面，要加快
建设高标准农田。结合农业综合开发、土
地整治等项目，改善主产区农业基础设施
条件。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一批产粮大
市、大县。

“十连增”后如何再挖增产潜力
——农业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粮食生产有关问题

本报记者 乔金亮

一斤黄瓜多少钱？一台 50 英寸
电视机多少钱？⋯⋯在浙江不少地
方，如果你在购物前想了解更多市场
行情，大可不必逛遍每个市场，而只需
登录网络，点击鼠标就能轻松获取所
需的商品价格信息。

这是浙江省物价部门推进明码标
价和价费公示制度，依托网络平台促
进价格诚信建设取得的一项重要成
果。浙江省物价局监督检查分局局长
季树忠介绍说，为了更好地实现价格
的透明化，浙江省物价局要求各级价
格主管部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
市场价格监管服务平台，实现与大型
超市、商场及其他企业价格对接。如
今，这些平台已经成为网上晒价、货比
三家的重要窗口，也挤掉了价格水分，
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记者了解到，绍兴市的“e 价通”
自 2011 年 9 月开通至今，已经将商超
零售、家电、医药、特产，包括汽车 4S
店等的价格都纳入网络平台，访问人
数达 420 万。自“e 价通”开通以来，
绍兴市相关超市主要民生商品价格平
均下降 10.33%。

据介绍，“e 价通”传统的采价报
告制度要十天半个月才更新一次，某
一种菜在某一天的实时价格很难同步
更新。自从“e 价通”将商品价格和物
价局联网，只要商场超市改动了价格，
网站上就能即时显示。

可是，商家要是偷偷自己调价怎么办？绍兴市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价格管理部门已经和商家签订了价
格承诺诚信协议，如果价格没有和网上同步，导致消费者多
支出的金额，按照从低原则，一律由商家承担。

除了方便本地人购物消费，“e 价通”也解决了外地游
客被“宰”的问题。“e 价通”可查询地方特产的价格，初次到
绍兴的游客只要在网上查询，就知道各种特产具体的价格
了。记者登录“e 价通”，在“地方特产”一栏输入“茴香豆”，
网页显示有 6 种，最便宜的是绍兴市麦禾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 100g 原味茴香豆，只需 3 元；最贵的是绍兴咸亨酒店
有限公司土特产商场售卖的罐装茴香豆，120g 装售价 10.5
元。季树忠说，有了“e 价通”，所有消费者都能上网监管商
家的价格，有效规范了经营者的价格行为。

网上晒价挤掉价格水分

本报记者

肖尔亚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冯其

予报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
前发布通报，提醒公众关注头孢唑林注
射剂严重不良反应。

据介绍，2013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
应病例报告数据库共收到头孢唑林注射
剂严重病例报告 349 例。严重不良反
应/事件累计系统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
全身性损害、呼吸系统损害、皮肤及附
件损害，具体不良反应表现以过敏性休
克和严重过敏样反应最为突出。同时头
孢唑林注射剂临床不合理用药问题依然
存在，其中以超适应症用药、单次用药
剂量过大表现最为明显。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
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
的实施意见》。意见明确，地方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公办、民办学校均不得采
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

根据《意见》，未在户籍所在片区小
学就读的学生，如申请升入户籍所在片
区初中，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受
理、审核，统筹安排就学。公办学校不
得以各类竞赛证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
生入学依据。

《意见》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应
根据适龄学生人数、学校分布、所在学
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按照就
近入学原则依街道、路段、门牌号、村组
等，为每一所初中合理划定对口小学

（单校划片）。对于城市老城区暂时难
以实行单校划片的，可按照初中新生招
生数和小学毕业生基本相当的原则为
多所初中划定同一招生范围（多校划
片）。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强调，《意见》允
许多校划片，即招生片区内不止一所初
中。但由于初中间教育质量有差异，实
现均衡还需要过程，为确保优质初中入
学机会均等，当前，允许片区内所有学
生报名。当出现学生报名人数多于招
生人数情况时，要采取随机派位的方式
确定录取学生。

这位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随机派
位是指采取摇号等方式随机确定初中
学校录取学生。未能进入参加派位学
校的学生，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将根据就
近原则安排进入其他未招录满的学校
就读。由于有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合理
分配到初中的政策，初中在一般学校就
读的学生同样有机会进入优质高中。

针对社会特别关注的外来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小升初问题，《意见》指出，
各地要依法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条
件，积极接收随迁子女就学，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融入城市生活。随迁子
女特别集中的地方，要扩大公办学校容
量，鼓励社会力量办学，购买民办学校
服务，加大对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支持
力度，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特大城
市要结合城市发展规划、人口控制目标
和教育承载能力，稳步有序地安排符合
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学。

《意见》还规定，到 2016 年，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特长生的学校所
招收的特长生比例应降到 5%以内，没
有特长生招生方式的地方不再增设该
方式。要大力推进学校联盟或集团化
办学模式，将不低于 50%的优质高中
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
善操作办法。同时，试行学区化办学，
将初中和小学结合成片进行统筹管理，
提倡多校协同、资源整合、九年一贯。

须关注头孢唑林注射剂严重不良反应
“小升初”将就近免试入学

提倡多校协同九年一贯

本报北京 1 月 26 日讯 记者吴佳

佳、实习生崔文佳报道:国家卫生计生委
26 日公布《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
见（征求意见稿）》，期待各界献计献策，
共同推动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以便更
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征求意见稿指出，医师多点执业是
指在注册有效期内的医师，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医疗机构定期从事执业活动的行
为，总体要求是促进医师合理流动，规范

医师多点执业，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
安全。

征求意见稿从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秩
序、保证医疗质量安全角度规定了医师
多点执业的主要条件，明确医师多点执
业应当征得第一执业地点的书面同意。
临床、口腔和中医类别医师，具有中级以
上医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从事同
一专业临床工作 5 年以上，身体健康，最
近连续两个周期的医师定期考核无不合

格记录，可以申请多点执业。
征求意见稿同时提出，在医疗机构担

任临床、医技和行政科室主要负责人及以
上领导职务的医师，不能多点执业，但可
以在签订帮扶或托管协议医疗机构间或
医疗集团内部的医疗机构间多点执业。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应当履行的手
续，征求意见稿要求，拟多点执业的医师
应当与第一执业地点和拟多点执业地点
签订聘用合同或多点执业协议，就工作

期限、工作任务、医疗责任、时间安排、考
核方式、薪酬、保险、福利待遇等进行
约定。

关于医师多点执业医疗责任承担，
征求意见稿提出，多点执业协议要明确
医师多点执业过程中发生医疗事故或纠
纷时，该医师和当事医疗机构应当承担
的责任及解决方法。发生医疗事故或纠
纷时，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协议（合
同）负责处理。

“医师多点执业”公开征求意见

促进医师合理流动 确保医疗质量安全

近年来，因为一些不合理现象，“小

升初”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一些地方和基层学校打着“择优”、

“共建”的名义大肆敛财；“小升初”的考

场演变成“拼爹”的新“战场”；而小学

生们也过早地背负上了极大的压力，大量

学生报名各种培训班，考试拿证，本应当

在阳光下自由成长的童年变成各种培训的

证书集合。不久前媒体报道的小学生不堪

重负跳楼的案例发人深省。

除了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家长望子

成龙心理等因素外，乱象的症结仍在于

“小升初”招生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

多数学校的招生方式、招生名额并不对外

公开，迷雾之下正是不合理现象的滋生

之地。这次的改革就是要对此开刀，规定

根据户籍就近入学；要求学校将划片范

围、招生计划、招生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公

开，并接受监督，尽最大可能实现全面阳

光招生；逐步减少特长招生名额，将特长

与招生“脱钩”。这套“组合拳”的目的

都在于让“小升初”享受更多阳光，让更

多学生能够平等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还教育一片风清气正。

朱慧卿作

@北冰洋：不要再出现“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就是好事。“对违规者说不还

不够”还应该“制度问责”，否则还会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冷大嬷嬷：好是好，但是教育资

源配置差异明显，从根本上解决择校问题

任重道远。

@北漂的土家阿哥：这是又一次进

步，希望改革能延伸到高中。

@橙乡品味：政策好，关键在于执

行要有力度。

@清水列山：择校的根本原因在于

教育资源不均衡，如果每所学校的办学条

件都提升了，择校现象会大大减少。

（本报记者 王 琳整理）

阳光照进“小升初”
徐子虚

本报北京1月26日讯 记者韩秉志

从教育部获悉：从 2015 年起，中小学校
和中职学校学生将开始接受艺术素质测
评，测评结果将记入学生成长档案，作为
综合评价学生发展状况的内容之一，并
作为学生中考和高考录取的参考依据。

教育部要求，要建立中小学学生艺
术素质评价制度，将艺术素质测评纳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及教育现代化
和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学校要将艺术教
育纳入学校办学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其
中，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要以艺术
课程开课率、课外艺术活动的学生参与
度等为重点开展自评，自评结果应通过
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官方网站向社会公
示。高等学校要把艺术教育纳入学校教
学质量年度报告。

中 高 考 录 取 将 参 考 艺 术 测 评 结 果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26 日电 （记

者林晖） 记者 26 日从中央气象台获
悉 ， 预 计 1 月 31 日 （正 月 初 一） 之
前，我国大部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雨雪范围不大。

气象专家提醒，节前一直到春节期
间，由于全国大部降水偏少气温偏高，
北京西北部、河北北部、山西东南部、
湖南东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福建西
部、四川南部、云南西北部局地森林火
险气象等级高，公众在节日期间燃放烟
火爆竹时要特别注意安全，以防引发
火灾。

节 前 全 国 大 部 降 水 偏 少 气 温 偏 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