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乘客深恶痛绝
的航班延误等问题将得到缓解!

!"日零时起" 民航飞行高度层与
航路航线将灵活使用! 航空专家
表示"这就相当于给#空中高速公
路$增加#进出口$和#立交桥$%

飞行高度层的灵活使用方案
为 #"$%%米&不含'以上均由民航
灵活选择使用" 涉及军航固定穿

越地段&使用空域'的"按当地规
定或军民航协议执行 ("&%%米
&含'以下按照原有做法配备飞行
高度层%

北京航空法学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张起淮介绍""&%%

米以上航线大部分属于#大飞机$

的飞行高度" 以前这个高度层的
航线变化也需要经过军队航空部

门审批"非常严格%新的方案相当
于把这个高度的#高速公路$全车
道放开""&%%米以下城际航班使
用方案" 相当于在高度层的高速
公路增加了近一倍的民航航线%

空中管制是航班延误的原因
之一"新方案减少空中管制"有利
于航空公司增加航班" 增加竞争"

机票价格可能随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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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晶晶'记者'"日从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举办的发布会上获悉"我国
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汽车明年将进
行从北京至天津的行驶测试"(%)*年
将测试从北京行驶至深圳%

无人驾驶汽车通过环境感知)行
为处理和执行控制等一系列过程进
行自主行驶" 集中了+,-) 超声波雷
达)多种传感器等众多高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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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安排部署
四季度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增

速趋于稳定并继续出现积极变化"我们
有信心通过努力全面实现今年的目标%

会议指出" 做好四季度的各项工
作" 对全面完成今年发展目标具有重

大意义% 要坚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一要
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
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二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
构% 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
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 三
要毫不放松地抓好农业生产"稳定农业

发展好形势%四要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
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条例%五要坚定不
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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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军地海上联合维权能力"有效维护我
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根据年度计划
安排"中国海军东海舰队将于)0日与农
业部东海区渔政局)国家海洋局东海分
局在东海某海空域组织 #东海协作,

1%)1$军地海上联合维权演习%

近年来"我国海监)渔政部门在维
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 发挥
了重要作用" 但在争议海域巡航执法
和护渔时曾遭遇他国舰船的无理跟
踪)骚扰甚至恶意阻挠"维权斗争面临
许多挑战% 这次联演以海军兵力支援
掩护海监) 渔政船只专项维权执法为

课题"按照军地协同)地方执法船只维
权巡航) 海军舰机支援地方维权和编
队运动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这次演习着眼于有效维护我国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检验提高军地海
上联合维权斗争指挥协同和应急处置
能力"完善方案预案"积累维权斗争经

验%东海舰队和海监)渔政部门))艘舰
船)"架各型飞机参加演习%

中国海军与海监) 渔政部门多次
举行过海上联合维权执法演习演练"

军地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完善" 海上联
合行动应急处置预案得到检验" 联合
维权能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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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警部门)"日
宣布" 今后凡发生一次死亡2人以
上道路交通事故的"车驾管部门要
派人到现场"要对车辆)驾驶人发
牌发证情况进行全面倒查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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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黑龙江省全民义务植
树条例3草案4+提交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条
例+规定"适龄公民每人每年应义
务种植2棵树或完成相应劳动量
的植树绿化任务% 逾期未完成义
务植树任务的"责令缴纳绿化费"

可并处应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两
倍罚款%

*条例3草案5+规定"年满)"周
岁至67周岁的男性适龄公民和年
满)"周岁至**周岁的女性适龄公
民"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应按规
定履行植树义务% 不能参加义务
植树劳动的适龄公民应缴纳绿化
费以资代劳% 年满))周岁不满)"

周岁的未成年人" 可根据实际情
况" 有组织地就近参加力所能及
的义务植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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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消防队现场
救援负责人透露"发生于)"日下午)/时
许的永州载有&"人大巴车坠崖事故已
造成&人死亡"&&人受伤" 其中2人伤势
较重%

事发点位于永州永连公路双牌茶
林路段% 零陵区消防队负责人介绍"他
们赶至现场时坠崖大巴里面还剩下最
后1名学生"虽经全力救援"医生当场宣
布这1名学生已经死亡% 这名负责人说"

坠崖大巴车内的&"人中"有&6名学生")

名老师和)名司机%

负责人在电话中描述现场说" 大巴
车翻入了&%8*7米深的山崖"车体损坏严
重"座椅都发生变形"坠崖点到处散落大
巴车的配件%这名负责人还透露"还有一
人尚未找到"正在搜寻中"至于有多少伤
亡人员"目前还在统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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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窗抛物$ 不仅影响
市容市貌"还严重影响交通安全%

'"日"武汉城管)交警和文明办等
部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决定
从即日起"对-车窗抛物$实施实
名有奖举报% 凡经查属实的举报"

城管部门将对抛物车主处罚*7

元"并按每例'77元奖励举报者%

据武汉市城管局副局长朱建
华介绍"举报人发现-车窗抛物$

行为后"可通过电话)网络)信函
和来访等形式" 向武汉市城管局
进行举报% 所提供的视频资料应
在'分钟内"连拍照片须能反映行
为人抛物全过程" 并提供发生行
为的时间)地点)车牌号等信息%

朱建华说"在收到举报后"武
汉市城管局成立的处置专班"将
在*个工作日内"对证据材料进行
甄别认定% 经查属实的"城管部门
将对发生抛物行为车辆的车主进
行*7元处罚" 并在'*个工作日内
对举报人进行奖励% 此外"匿名举
报) 套取奖金牟利和依法履行职
责等情形不在举报奖励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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