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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肖丽娟 曾楚禹 ◎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根据中国政府网12
日公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建
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意见的通知， 我
国将通过年检、 预警、 信息通报公告以及责任追究
等途径， 建立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

意见指出，建立校舍安全年检制度。对城乡各级各
类中小学现有校舍每半年要组织一次安全隐患排查。
校舍排查鉴定结果要及时录入中小学校舍信息管理系
统以便查询。完善校舍安全预警机制。地方各级政府要
将校舍安全纳入当地防灾减灾总体规划， 对本行政区
域内中小学校舍灾害风险进行综合评估， 指导学校编
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组织师生开展应急演练。

意见强调要健全校舍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对发生
因校舍倒塌或其他因防范不力造成安全事故导致师生
伤亡的地区，要依法追究当地政府主要负责人责任。

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
长效机制将建立
每半年组织一次安全排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减灾委办公室
12日发布消息称， 台风“海燕” 已造成海南、 广
西、 广东3省区313.3万人受灾， 7人死亡， 4人失
踪， 18.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 受今年第30号台风
“海燕” 影响， 近期我国华南部分地区出现狂风暴
雨， 局部地区大暴雨， 引发洪涝等灾害。

11人死亡失踪

走进神秘的祭酒典礼
“癸巳之秋，节届重阳；苍山毓秀，赤

水流香……”声音洪亮，抑扬激昂的“茅台
话”在山谷中回荡。10月13日，应遵义市委
宣传部邀请，本报记者随部分全国省级党
报的同行来到遵义赤水河畔采访，有幸遇
上了庄重又略带神秘的茅台祭酒节。

这一天正是农历九月初九， 重阳节，
下沙酿酒的最好时机。茅台酒原料红糯高
粱颗粒小、饱满、呈酱红色，看起来像沙子
一样，故当地人称其为“沙”。当地民谣说

“九月九，下河挑水煮新酒”，从这天起，仁
怀当地的糯红高粱， 陆续运到茅台酒厂，
蒸煮、发酵，经“十八般武艺”和“72个帽子
戏法”，历时5年，国酒茅台才孕育而生。

自2004年起，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茅
台酒人都会齐聚赤水河畔祭酒，今年已经
是第十次了。

9时9分，42通大鼓擂响，36鸣长号齐
鸣，身着唐装的茅台集团公司董事长袁仁
国缓步上台，手持清香，向茅台酒历代祖
宗、宗师上香。再鼓响，肃立祖师台旁的袁

仁国走上前， 饱含激情高声吟颂祭文。祭
祀典礼持续一个半小时，上香、敬陈年老
酒、敬献花篮、恭读祭文……保留了祭祀
酒神传统的原汁原味，场面震撼。

每粒高粱米断面美玉般光滑
“今年虽然干旱，但高粱仍获丰收，6

亩多高粱，全部直供茅台酒厂，年纯收入
能达到1万多元。”10月14日， 仁怀市坛厂
镇琵琶村袁正凯喜卖红高粱，掰着指头算
起了经济账。

这里是坛厂镇的一处有机高粱种植示
范园。 从高处远眺，6500亩红土地一望无
垠，新收割的田地里，散发出泥土的芳香。74
岁高龄、与茅台相伴近半个世纪的季克良老
先生说， 以当地独有的有机糯红粮为原料，
是茅台酒不可复制的“秘诀”之一。

从2000年起， 仁怀市开始推行有机高
粱基地建设，从种源、种植、施肥、田间管理
实施整套严格的“绿色标准”。他们将茅台酒
厂酿酒产生的几十万吨酒糟运到高粱基地，
进行循环再利用，转化成有机肥。这些被转
化而来的有机肥料， 被用来生产有机高粱。

“这样种出来的高粱米， 切开后断面像美玉
般光滑。”坛厂镇党委书记王廷勇说。

目前，仁怀市有机高粱种植面积达30
万亩， 年产量7万多吨， 产值5亿多元。去
年，仅此一项，就使仁怀市农民人均增收
1000多元。

再造一个“新茅台”
5年的生产周期，独特的传统工艺、水

文环境、气候条件和微生物群落，决定茅
台酒不能异地生产。也因此，茅台未来的
成长空间，遭遇发展中的瓶颈。

2011年6月， 在仁怀市召开的贵州省
白酒产业发展大会上，贵州省委、省政府
提出，要把国酒打造成“世界蒸馏酒第一
品牌”、把茅台镇打造成“中国国酒之心”，
提出到2020年， 茅台酒产量将达到5万
吨，年销售收入达500亿元。

遵义市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 去年12
月，茅台酒“十二五”扩建技改工程开工建
设。扩建技改工程位于现有老厂区赤水河上
游，占地2176亩，相当于再造一个“新茅台”。

记者看到，位于赤水河南岸的茅台镇
中华村片区内，9栋新建的制酒车间已经
挂牌生产。厂房内，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
正在蒸煮、堆积新高粱发酵，新一批茅台
酒正在开酿。

赤水流香
本报记者 曾楚禹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随着“双11”网购狂欢
的落幕，全国的物流系统面临“大考”。商务部副部长姜
增伟12日在全国商贸物流工作会议上提出， 要从推进
物流标准化建设，提高信息化水平，鼓励专业化、社会
化物流的发展，努力破解制约城市配送发展难题，落实
各项支持政策，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等6方面，促进我国
商贸物流业的发展。

姜增伟指出，要支持传统商业物资储运企业转型
升级，向现代商贸物流配送中心和专业化、规模化方向
发展； 引导工商企业深化细化专业分工， 实行主辅分
离； 鼓励发展具备整合供应链能力的嵌入式第三方物
流；鼓励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电
子商务物流；鼓励发展农产品的农批对接、农超对接、
直供直销等多种产销衔接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国家邮政局12日公布
的信息显示，11月11日全天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主要网
商共产生快递订单约1.8亿件，各快递企业共处理6000
多万件快件，是去年“双11”最高峰3500万件的1.7倍。

这1.8亿件订单的80%由“淘宝系”产生，较去年同期增长
85%，预计电商企业全天交易总额超过400亿元。

6举措
促商贸物流发展
超6000万,

“双11”快件处理数量创新高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11月11日电 叙利亚境
外主要反对派“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
盟”（“全国联盟”）11日晚发表声明称，叙利亚反对
派同意有条件参加日内瓦会议， 要求国际社会在
叙利亚境内开设人道主义物资走廊， 要求叙利亚
政府释放政治犯。

叙反对派同意
有条件参加日内瓦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
会12日发布的年度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中央“八项
规定”的出台，进一步约束了公款消费市场。全国使
用公款举办的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比例不断减
少，企业会议比例不断增加，我国会议市场变化趋向
欧美市场经济国家的会议市场。

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会长张润钢介绍，《2013
年中国会议蓝皮书》暨《2012年中国会议统计分析报
告》反映出近几年来我国会议产业中的一些主要变化
趋势，特别是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进一步约束了
公款消费市场。 三年来在我国四大主要会议市场中，
使用公款举办的政府会议和事业单位会议的比例不
断减少， 而企业会议的比例不断增加。 企业会议从
2010年的49.9%增加到2012年的59.7%， 我国会议市
场的这种变化趋向欧美国家的会议市场。

本次统计分析报告是继2011年和2012年后，第
三次发布以真实数据为依托、 客观反映我国会议市
场现状及趋势的专业年鉴。

许多会议降低了住宿餐饮的标准， 使得会议三项
主要消费中的住宿餐饮费与会场费的比例从2011年83
比17减少到2012年的74比26。会议的规模统计也发生
很大变化，会议规模在逐年缩小。规模在100人以下的
会议从2010年的47.1%增加到2012年的61.4%， 而100
人以上的会议所占比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特别是
千人以上的会议两年中同比下降了75%。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进一步约束公款消费市场

千人以上会议
两年同比下降75%

新华社记者

备受关注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在
北京闭幕，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未来绘制
出清晰的“路线图”，奠定了辉煌改革征程新的
里程碑。“中国寻求改革的契机”，美国《华尔街
日报》如此定义本次全会。世界最大发展中国
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站在新的起点，向实现
梦想再次出发。

中国再出发，转型路口间，重拾信心向前迈
出坚实步伐。“中国市场经济拥有其他国家不可
比拟的优越性，”埃及赫勒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主任亚西尔·贾德·安拉十分看好中国经济转型
升级，“中国在实行多年计划经济后，适时调整经
济发展体系，转向市场经济是科学和明智的。”

日本时事社报道认为，《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中国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深化改革和开放
的蓝图。中共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指明了以行政体制、
金融系统、土地制度和国有企业等经济方面
为主深化改革的方向。

美国《外交政策》评论说，本次全会已经传
递出中国“正面、积极、持久和新颖的”改革之
风，中国正在形成的“改革势头”将会对市场进
行改革，这是民众乐于看到的，不再只对“经济
数字”较真，中国政府正在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路透社报道说，短期内中国会将政策重点
放在控制信贷增长、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避免
金融业风险过度积累等方面，利率自由化和人
民币国际化仍将是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

中国再出发，任重而道远，直面困难不为
风浪所撼。当前中国正面临诸多挑战：经济增

速放缓、人口快速老龄化、地方债务规模高企，
民众对污染、腐败等问题不满加剧。“中国改革
面对的阻力和挑战存在于不同层面，经济社会
征程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不是一个简单的任
务”，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多丽斯·
费舍尔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说，中国目前虽面
临各种困难，但今天的中国在思想观念、国际
环境，特别是经济实力方面都远远强于以前。

日本共同社报道说，以“深化改革开放”为
主题，讨论中长期经济政策的中国共产党十八
届三中全会12日闭幕。改革的前景将对世界经
济和日本企业的战略产生影响。为实现经济稳
定增长，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考虑通过放
宽限制来搞活经济，实现重心由制造业到服务
业的发展模式转变。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沃

拉萨·玛哈他诺博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成
功转变政府职能将能够促进中国与其他不同
体制国家在各个层面的交往，拉近与他们的距
离，也会为类似体制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美国《华盛顿邮报》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
有关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将会改变中国的
面貌并给美国企业也带来益处。

阿根廷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卡鲁加迪特别
谈到新成立的上海自贸区，“如同30多年前中
国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一样， 上海自贸区启动
后，市场效率会得到极大提升，投资领域也会
扩大，将为全球性企业开辟新的投资空间。”

“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正在为中国的政治决
心和政策透明度欢呼喝彩，” 对于中国新一轮
“向更深方向进发”的改革，美国《财富》双周刊
的评价透露出世界的期待与肯定。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路线图绘就 中国再出发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路线图

11月12日 ， 中国第3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坐
“雪龙” 极地科学考察船从西北太平洋驶进苏拉威
西海。 新华社发

“海燕”致3省区
300余万人受灾

“双11”盛宴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
雄与印度外交部长萨尔曼·胡尔希德12日宣布，
日本海上自卫队和印度海军在今年年底将举行
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正在新德里出席亚欧
外长会议的岸田文雄和胡尔希德当天举行了会
晤，就两国举行海上联合军演达成一致。这是继
去年6月在日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后，日印两国
第二次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此外， 两国外长还讨论了日本向印度出口
核能设备和技术、 以及日本天皇夫妇在11月底
访问印度的计划。近年来，日本不断加强和拓展
同印度的关系。今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印度总理辛格在东京举行会谈， 双方决定强化
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日印将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