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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亚太
经合组织第二十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期间同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进行了交
谈" 胡锦涛就当前中日关系和钓鱼岛
问题表明了中方立场"

胡锦涛郑重指出!近来!中日关系
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 在钓鱼
岛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

的" 日方采取任何方式$购岛%都是非
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 中国政
府在维护领土主权问题上立场坚定不

移" 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

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同中方一道!维
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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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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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国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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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讨论!&社会保险法配套规
章'中涉及医保基金管理和个人缴纳
比例的问题" %参与制订该内容的人
士日前向记者透露!$讨论的问题重
点是个人医保缴纳比例如何提高!以
及医疗基金的覆盖面将继续扩大的
问题" %记者了解到!鉴于医保的地域
性!$社会保险法配套规章%中并不涉

及调整缴费比例的具体措施!而是为
地方政府的调整行为提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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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参与制订的配套规章就是
要解决执行力的问题" %全总内部人
士向记者透露!$目前主要制定的是
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和工伤条例" %

据透露!讨论中意见呈现最多的
问题是!医疗保险中个人所缴纳的部

分是否要提高" $目前还没有定论" %

上述人士向记者透露"

记者从人保部社会保障研究所
内部人士处了解到!此轮医改的目标
是!将报销比例提高到"#$!为参保者
提供更好的保障!这就需要国家的投
入进一步增加!个人的缴费水平也会
相应地提高" 目前!我国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
缴纳!单位缴费比例为职工工资总额

的%&"$!职工个人为本人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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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改小组咨询专家刘国恩
表示!$几年前的情况是!新农合缴费
只有'#到(#元!这只占到个人年收入
的)$!与多数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缴
费比例偏低" %而这种缴费比例偏低
的现象也影响着医保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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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时(#分许! 广州交警荔
湾大队民警吴警官正在东风西路康王
路口执勤"一辆年份比较旧的#车辆牌
号为粤*+''!!的黑色小车从康王路
由南向北行驶!见到路口有交警!突然
减速" 吴警官觉得该黑色小车行迹有
些异常!立即指示该车靠边"

吴警官检查其车辆行驶证!通过
向指挥电台核查车辆的资料!发现该
车有被盗抢的嫌疑" $他涉嫌伪造年
审章!涉嫌伪造行驶证!所以我就通
知驾驶员他的车有问题!我们要进行
暂扣" %吴警官说!就在他准备要求司
机下车接受进一步的调查时!该车突
然启动!沿着东风路向东急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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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值下班高峰期!东风路西

往东方向上的车辆较多!黑色小车似
乎意识到在东风路上不可能跑掉!于
是突然在人民路急转上了人民路高
架桥!转弯时将一个骑自行车的路人
撞倒"

当行驶到南方大厦附近时!该车
被交警截停" $截停之后! 他没开车
窗!我不断敲打他的车门!他突然一
打方向逆行! 走到西堤二高架的南
侧! 强行刮着西堤二高架的路肩!冲
了出去" %一民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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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钟后!在人民路高架文化公
园对出路段!惊险再次上演" 第一拦
截组在人民路高架桥文化公园路段
用三辆警用摩托车设置路障!并控制
了部分通行车道"嫌疑车辆行驶到文

化公园时! 发现无法继续高速行驶!

便减缓了速度"

正当多名民警上前尝试欲打开
其车门时!小车突然退后往右撞伤一
名民警!然后猛烈撞击前方行驶的车
辆! 并倒车撞击后面紧跟的警车!接
着沿着路基向被设为路障的警用摩
托车直接冲撞过去! 撞开了摩托车
后!又向内环路,线火车站方向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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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部门通过沿途设卡的方式!

最终在内环路,线一中入口处! 将
嫌疑车辆再次截停" 但即使前面有

七八辆车挡住! 嫌疑人还是想奋力
逃脱" 当民警靠近时! 车辆依然尝
试逃逸! 不时冲撞停在一旁的车
辆! 现场冒出大量轮胎与地面摩擦
产生的白烟" $当时撞击的力还挺
大的! 我同事的腰都受伤了"% 被
撞司机说"

在多名民警的合力之下!嫌疑人
最终被制服"

目前!嫌疑人曾某某已被警方以
涉嫌无证驾驶有被盗抢嫌疑机动车
辆及暴力抗法予以刑事拘留!此案还
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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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左某被追赶的市民拉住后!

狠狠地咬了对方的手!这导致他的行
为从行窃变成抢劫!因此被判处)#年
有期徒刑" %日!武汉市中院裁决维持
一审法院的判决"

-"岁的左某是河南信阳人"去年)'

月-日! 左某溜进章女士的办公室拎走
一个手提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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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刚出门!就被章女士发觉" 章女士边
追边喊!来市场买东西的市民项先生奋
力追了出去!把左某死死抓住" 左某见
脱不了身!狠狠咬了项先生的手" 但是
项先生不光不松手!反而抱住他" 围观
的人把左某控制住!打了))#"

东西湖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左
某在盗窃巨额财物时!为抗拒抓捕采
取暴力手段!已构成抢劫罪!遂判处有
期徒刑)#年" 左某认为量刑过重!向
武汉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湖北麻城市委书记杨遥)#日
在微博上就关于媒体报道该市学
生自带桌椅上学以及网友质疑其
佩戴名表问题进行回应" 杨遥称!

农村中小学校学生自带桌椅上学
的问题! 的确在该市长期普遍存
在" 目前!财政安排的资金和捐款
筹集的资金正在通过政府采购渠
道购买所需的课桌椅"

至于部分网友质疑其本人佩
戴名表的问题!杨遥说!这是他六
年以前购买的一块浪琴牌电子石
英表!其价值相信网友一查便知"

若有其它需要了解的问题! 可直
接与麻城市委办公室和他本人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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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政部发布的灾情!截至!月
!日)#时统计!云南省彝良地震已造
成.)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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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灾区保险理赔工作全面展
开! 首笔赔款'#万元已由太平洋寿
险支付!另有多笔赔款也已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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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云南省民政厅了解到!!

月!日上午!时! 云南省抗震救灾总
指挥部安置保障组召开了会议" 会
议要求!基于目前灾情!遇难者抚慰
金标准由原来每人补助)万元提高
到'万元!并及时发放完毕"

!56"

����� ¡

¢0�£¤¥¦

.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在其官方网站上!曝光了一批生产企
业通过违法给中药饮片染色达到增
重目的"目前已对)'家相关企业进行
调查"通报介绍!这些企业中!安徽国
鑫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安徽维涛中药
饮片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药房股份有
限公司#亳州徐重道中药饮片厂等多
家企业!涉嫌用化工色素金胺/进行
染色#用铝盐和镁盐加重!并在药材
中掺假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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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道部日前确定了中秋和国
庆黄金周旅客运输方案" '#)'年中
秋和国庆黄金周运输期限为!月'%

日至)#月%日!共计))天"

由于两节重叠! 中秋和国庆期
间旅客出行需求与去年相比将更加
集中! 旅客发送量将呈现出持续走
高的趋势" 预计高峰日为)#月)日!

旅客发送量将达!##万人!比去年客
流最高峰增加('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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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日从财政部获悉! 近日!

经国务院批准! 财政部# 国家发展
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将高
效节能台式计算机# 风机# 变压器
等0类节能产品纳入财政补贴推广
范围"

这是继今年0月我国启动实施
高效节能平板电视等"类节能家电
推广财政补贴政策后! 节能产品推
广再迈新步伐! 将更好地发挥财政
政策促进扩大消费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