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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海关
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日宣布正
式实施 %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路线
图&#并从本月起禁止进口和销售!##

瓦及以上普通照明白炽灯'

一次偶然机会#河南淅川县林业
局原局长李三成看到了黄山迎客松#

他立即被迎客松高大挺拔的姿态所
吸引( 回到单位后#他立即动用$#十
万元公款# 找了十几个工人用了近%

个月的时间#打造了两棵高达!&米的
山寨版)迎客松*#并将其)种植*在林
业局大门口( 据透露#整个迎客松高
!&米# 树根部打了!'(米的水泥桩#整
个树体由槽钢做好钢架后#浇铸混凝
土铸成#然后用油漆将)树干*刷成棕
褐色松树皮颜色(而松叶则由高仿真
塑料松叶一根根插上去的( 而此时#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林业局负债已
经近(##万元(

假)迎客松*造成后#局长的仕途
并没有其想像的那样)四季常青*(亲

自拍板建造假)迎客松*的林业局长
李三成反而因腐败落马(

)#!!年!#月!&日# 因涉嫌受贿#

经淅川县检察院决定#淅川县林业局
局长兼淅川县森林公安局局长李三
成被公安局刑事拘留( 经南阳市检察
院决定#)#!!年!!月)"日# 李三成被
执行逮捕(

而此时#曾被李三成引以为傲的
两棵假)迎客松*也走到了)生命*的
尽头(

国庆节前夕#县林业局拆除了这
两棵假)迎客松*( 李三成花费了数十
万元打造的)面子工程*霎时成了一
堆垃圾( 工人们光拆除工作就花了近
两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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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飞行时#乘客须全程关闭
手机*# 这是全球民航业的一条铁
律# 因为手机产生的无线电信号#有
可能会干扰驾驶舱设备(阿联酋航空
近日表示# 将允许乘客在乘坐*$+#

飞行过程中使用手机通讯( 据悉#这
项服务将由,-./-服务提供商01*-2

公司与阿联酋航空一起实现( 此前#

阿航已在波音"""执飞的上海.迪拜
早航班上安装过*32454!6-73机上通
讯系统#在境外飞行中使用手机的资
费标准等同于途经地的国际漫游费
用( 目前#中国民航部门未对机上通
讯取消禁令# 因此当飞机在中国境
内飞行时# 乘客依旧要让手机保持
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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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北京首都机场警方了解
到#一名旅客因在航班上违法使用手机被
警方治安拘留(

据首都机场公安分局透露# 被拘留
的乘客杜某!(日乘坐8*99)航班由温哥
华至北京( 在飞行过程中#杜某使用手机
拍照+听音乐#乘务员和机上安全员上前制
止时杜某拒绝关机且态度恶劣( 飞机降落
后杜某拦住空乘人员理论# 认为工作人员
让他关闭手机是)小题大做*(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东航站区派出所民
警接到报警后将杜某口头传唤到派出所#

杜某对自己的行为仍是不以为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三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 公安机关给予杜某治安拘
留五日的处罚(

首都机场警方提醒旅客# 虽然现在很
多手机是智能手机# 但在飞行过程中需要
看电影$听音乐时仍不能使用手机#可以使
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设备#且
听从空乘人员指示(警方表示#对于任何可
能造成航空器安全隐患的行为# 都将按照
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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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点左右#南京应天大
街高架桥发生枪击事件#目击者称#

!辆黑色轿车突然横向拦截住一辆
淮安牌照的奥迪# 从车上下来$人#

向奥迪开连开$枪( 目前嫌疑人已逃
离( 据警方初步判断#嫌疑人持的可
能是钢珠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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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下午#青岛永平路青岛
啤酒厂第四厂区门口发生一起公交
车与火车相撞事故#据统计#事故共
造成$"名乘客受伤(

下午%点#记者赶到事故现场时#

相撞火车和公交车已被拖走#事故现
场满地碎渣# 人行道上还有斑斑血
迹(据事故现场附近一位体彩中心的
老板介绍# 事故发生在下午!点半左
右# 行驶中的$)(路公交撞上了横穿
马路去对面厂区挂车斗的火车车厢#

从而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记者随后赶往受伤乘客所在的
青岛第三人民医院# 在医院记者了
解到# 伤势严重者已送进急诊室#

部分受伤乘客家属已赶到医院( 据
统计# 事故共造成$"名乘客受伤#

其中!)人需留院观察# )人伤势严
重# 已被转往%#!医院接受治疗( 车
上乘客年纪最大的9$岁# 最小的是
一两岁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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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民航局就 )航空公司
运行控制卫星通信实施方案* 确定
的时间表# 从)#!$年至)#!(年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年上半
年# 所有航空公司应完成实施计划
的制定及申报工作# 并获得民航局
认可#)#!$年下半年在计划经各地
区管理局认可的前提下# 航空公司
应当开始按计划启动飞机卫星通信
系统的加改装工作- 第二阶段是
)#!%年初.)#!&年底# 方案全面实
施-第三阶段是)#!(年年底前#所有
飞机都应当按要求全部完成加改装
计划#满足运行控制通信联系要求(

中国民航局要求航空公司在第
一阶段# 根据本公司机队的实际情
况#实现)#<的飞机具备卫星通信能
力-在)#!%年!月之后引进的新飞机
都应具备卫星通信能力- 在)#!%年
底前#机队总数%&<的飞机应具备卫
星通信能力-在)#!&年底前#机队总
数"#<的飞机应具备卫星通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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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机上通话+空中,-/-在一
些国外航空公司已成为现实( 中国
民航局此次告诫航空公司# 卫星通

信与其他技术和系统结
合#可以为航空公司提供丰富
的航空信息服务( )地空宽带通
信的速度可达数十兆甚至数
百兆比特每秒# 能为航空公
司与航空器之间提供话音
及大流量数据通信业务#

也可以为飞机客舱旅客提
供互联网+电报电话+实时
电视等服务( *

据悉#卫星通信系统已经在航
空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我国正
在运行的+ 新引进的
飞机以及生
产线上的飞
机# 均具备安
装卫星通信的基
本条件- 国内外卫星通信服务商根
据不同机型也提供了多样化的经过
适航认证的机载卫星通信产品#并
可根据航空用户要求# 制定适用的
解决方案(

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 目前我
国已有少数在国际航线和在西南高
原地区运行的飞机装有卫星通信和
地空数据链通信# 而绝大多数在国
内航线运行的飞机仅装有地空数据
链通信系统和高频通信# 国产飞机
仅有高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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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交管局有关负
责人!"日表示#在新修订的%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实施前#将
对现有信号灯和技术监控设备展开
集中排查#对不符合标准的#及时清
理+整改-对未设置信号灯和技术监
控设备的#按照相关要求尽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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