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七月飞雪”

专家称与日全食有关

23日，河南郑州市侯寨乡南岗刘村的许多村民，

看到了罕见的“七月飞雪”。郑州市气象台的专家称，

此次下雪与日全食有关。

当天上午8时50分， 南岗刘村的曲女士在家门

口和七名村民一起纳凉时， 突然听到大街上有人在

喊：“下雪了！”她伸出双手接这些雪粒，但雪粒很快

就化掉了。降雪的时间有3分钟左右，很多村民都出

来看稀罕。

郑州市气象台台长李社宗说， 侯寨乡南岗刘村

出现短时间的降雪， 与日全食有关。 在日全食到来

时，由于太阳被遮挡，温度在短时间内会突然下降，

局部出现冰晶体。 ■大河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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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星每周安全播报

本周关注病毒：“U 盘 蠕 虫 下 载 器 变 种 GDU（Worm .Win32 .

Autorun . gdu）”警惕程度 ★★★

病毒运行后会在临时文件夹下释放一个 dll?.tmp 的文件，

并替换系统文件，释放驱动直接操作底层磁盘。 病毒通过遍历

进程、停止服务、删除文件、映像劫持、关闭窗口等方法关闭和

破坏十余种安全软件的运行，以躲避对其查杀。 病毒会在所有

磁盘中写入 JC.PIF 和 AUTORUN.INF， 以实现双击磁盘运行

病毒的目的。 最后，病毒根据 http://d.****.com/tt.txt 里面的内

容下载木马病毒并进行自我更新，彻底清除十分困难。

防范方法：1、使用“瑞星全功能安全软件 2009”，有效阻挡通过网

页挂马方式传播的病毒， 用户可

以升级到最新的 21.48版；2、安装

卡卡上网安全助手 6.0 自动修复

漏洞；3、 同时可拨打反病毒急救

电话 010-82678800 或登录 http:

//help.rising.com.cn 使用在线专

家门诊免费寻求帮助。

微软再曝 OFFICE漏洞 黑客发起 0day攻击（7.27－8.2）

长沙市指定经销:平和堂药号(负一楼)★东塘楚仁堂大药房(神禹大酒店东边)★东塘星城大药房★王府

井大药房(负一楼)★火车站仁寿堂药号★河西通程新一佳药号★东塘星城大药房★东塘平和堂药号

★南门口好又多药号★阿波罗广场药号★东风路汽车城楚仁堂大药房(136路公交车王家珑下车)★

五一路长沙大厦新一佳大药房（超市一楼）★河西观少岭新一佳楚明堂大药房★车站南路新一佳楚

明堂大药房(桂花路口 )★红星步步高超市大药房★汽车南站楚仁堂大药房 (南站正对面港湾宾馆一

楼 )★火星镇楚仁堂大药房 (凌宵路 63 号天泰花园一楼 )火车站楚明堂大药房★八一桥家乐福双鹤

大药房★开福区楚明堂大药房(黄金海岸斜对面）★中联大药房（韶山南路家乐福三楼）★井湾子大润

发双鹤大药房★誉湘大药房（马王堆派出所对面）★湘淮大药房（枫林宾馆左边）★星沙：星沙新一佳

大药房（新一佳超市内）旺鑫大药房（凉塘路 96号）西站：国泰药号（重阳路 88 号）浏阳：钰华大药房（北正中

路 23号）宁乡：开发药号望城：工农大药房（工农路一号）株州：人民药店（中心广场新华书店旁及湘天桥店）株

州县：渌口人民药店（县新汽车站斜对面）醴陵：瓷城百姓大药房（大桥北路农机公司对面）湘潭：福顺昌医药

堂基建营总店（步步高斜对面）板塘铺福顺昌医药堂（星月大厦一楼）福顺昌医药堂霞光店（河东建设南路）

衡阳：国盛药号（解放路 19号南方大厦对面）益阳：家润多大药房（家润多超市旁）岳阳：九龙商夏一楼药柜 怀

化：东方大药房（人民南路天桥下）娄底：长青药品店（长青中街 35号）常德：民康药号（汽车北站旁、下南门家润多店、

东门红旗路店）鼎城：民康药号（大圆盘华联超市一楼）德山：民康药号（十字路万家超市内）汉寿：民康药号津市：民

康药号（广兴超市一楼）安乡：民康药号（步行街口广兴超市内）

洞庭：民康药号 湘乡：四世堂大药房永州：康源药店咨询热线：

0731-85763638

中共中央政治局23日召开会议，

决定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

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

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

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这次中央

政治局会议还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

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严峻

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党中央、国务

院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认真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信心、齐心协力、

共克时艰，认真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一揽子计划，保增长、调结构、促

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在充分

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

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

升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 经济回升基

础还不稳固， 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

定因素仍然较多。 我们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和风险意识， 把困难和挑战

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宏观政策取向不

能改变，调控工作不能放松，调控重

点更加突出。

会议指出，下半年将迎来新中国

成立60周年， 做好经济工作至关重

要。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保持宏观

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

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

币政策，全面落实和充实完善刺激经

济的一揽子计划和相关政策措施，巩

固经济企稳回升势头，努力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链接新闻

二套房贷坚持执行

40%及以上首付比例

针对部分媒体报道银监会收紧二

套房贷政策，银监会新闻发言人廖岷23

日表示， 银监会二套房贷政策没有调

整，银监会始终严格执行二套房贷的有

关政策不动摇。廖岷表示，近年来，银监

会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坚持以

审慎有效的监管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

中央再提“适度宽松”

对股市和楼市将是利好

当市场对我国货币政策走向无

限关注之时，中央再度提出，将继续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

稳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很多，这就

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 中央财

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

今年以来，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

推动下，我国新增银行贷款达到7.37万亿

元，推动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7.1%，

金融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成效显著。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出于对远

期通胀压力的考虑，未来货币政策在

坚持宽松的基调下，将在“适度”二字

上做文章。央行在近期正回购操作力

度明显加大的同时，还恢复发行了暂

停7个月之久的一年期央票， 并开始

向部分银行发行具有强制性和针对

性的定向央行票据。 分析人士指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和楼

市也将是利好。 ■综合新华社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22日表

示， 在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的

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 也鼓励

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

胎， 比如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

夫妻， 可以按照政策生育第二

个子女。

老龄化水平比全国高一倍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主任谢玲

丽说， 上海目前面临着人口老龄

化日益加剧， 给城市可持续发展

带来严峻挑战。

2008年，全市户籍人口中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为300.57万

人，占户籍人口21.61％，老龄化

程度已经接近日本、 瑞典等世界

人口老龄化最高的国家水平（人

口老龄化程度23－25）， 比全国

高一倍。

为了应对老龄化， 上海鼓励

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 按照政

策再生育第二个子女， 以期降低

人口年龄中位数， 优化人口年龄

结构，并应对2050年－2070年可

能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状况。

根据《上海市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的规定，城镇居民有

9种再生育条件；农村农民除了

城镇居民的9种条件以外，还增

加了3种， 一共有12种再生育

条件。

二胎生育逐年增多

据介绍， 上海从2004年起，

取消了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夫妻须

隔4年才能生育第二个子女的规

定。从数据上看，符合政策的再生

育办理数量， 近年来呈逐年上升

趋势。从实际生育情况看，上海现

在每年新出生人口中的计划内二

孩生育数量逐年增多，2005年为

2910人，2006年为3177人，2007

年达到3934人。

违法生育仍征收抚养费

上海市人口计生委同时强

调，对于违法生育的对象，按照

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征收社会

抚养费，此外，还要给予其他处

理。社会抚养费，以子女出生前

一年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全市

城市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

入或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征收基数。违法生育第

二个子女的，如果当事人实际收

入低于基数， 则按基数的3倍征

收；如果高于基数，则按实际收

入的3倍征收。

■综合新闻晨报 东方早报

十七届四中全会九月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银监会明确表态：二套房贷政策不变

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给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

上海鼓励符合条件者生二胎

因父母两年前曾被行政拘留15天， 河北廊坊的

高三考生扈佳佳报考军校时，未能及时取得当地派

出所的政审盖章，以致耽误了报考时限。7月22日，扈

佳佳向廊坊市安次区法院状告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区

分局，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这个事件事实清楚，道理简单，正如扈佳佳的代理

律师蔺其磊认为的那样：“《关于军队院校招收普通中

学高中毕业生和军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政治条

件的规定》明确了报考军队院校的政治审查内容，父母

被行政拘留根本不是政治审查的要件。 本案基层公安

机关拒不盖章，致使原告不能通过政审，有打击报复的

嫌疑，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相信在媒体的关注下，

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扈佳佳一定能打赢这场官司。

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赢了又如何？法律真

的能还给扈佳佳一个完整的公道么？ 无论如何，扈

佳佳个人的命运实际上已经被那枚没有盖上的政

审公章改变，即便她第二年可以再次考上理想中的

军校，但一年的青春因此虚掷，再多的经济赔偿也不

能弥补她的损失。

何况，对另一方来说，输了官司，丢的也不是某个

具体人的脸， 他们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说这是工作疏

忽，职务行为，赔偿自然也是出自财政拨发的公款。如

果事情完全按照这个逻辑链条进行，私对公，永远不对

等；民告官，从来告不赢。也正因为看清了其中关节，所

以才有那么多利用公权打击报复的事情出现。 就扈佳

佳“政审门”事件来说，就算她官司完胜，也得不偿失。

如果这真的从头至尾就是一次打击报复， 那对方败了

官司也还是达到了目的，甚至自己毫发无损。

然而，在所有的利用公权力打击报复的事件中，

受到伤害的从来都不仅仅是被报复的对象， 最大的

受害者其实是公权力的基础———公信力。实施“公权力

打击报复”的人因为不需要自己付出任何成本，首先将

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却将政府的公信力推到了民众

批评的前台———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和职能都可能会

被当作“打击报复”的工具来利用，这必然导致民众对

政府政策与职能本身的怀疑，由“政审门”事件引发

对政审制度的质疑不正是如此么？

扈佳佳受了伤害还可以通过法律渠道讨个说

法，但受了损伤的公信力该找谁诉说委屈呢？

■赵强

因父母两年前曾被行政拘留

15天，河北廊坊的高三考生扈佳

佳报考军校时， 未能及时取得当

地派出所的政审盖章， 以致耽误

了报考时限。7月22日，在公益律

师陪同下， 扈佳佳向廊坊市安次

区法院状告廊坊市公安局安次区

分局，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父母被拘

孩子无法通过政审

扈佳佳家住廊坊市安次区仇

庄乡达王庄村， 今年刚参加完高

考，她希望报考军校。

在领取了《国防生政治考核

表》，取得了村委会、学校的盖章

后，6月15日，扈佳佳来到仇庄乡

派出所盖章。 但派出所民警郑支

明拒绝在政审表上盖章， 理由是

扈佳佳的父母2007年因宅基地

与邻居斗殴， 被治安拘留15天，

郑支明恰好当时负责处理纠纷。

随后母女俩找到所长甘双

乐， 甘双乐说需要打电话请示上

级。扈佳佳说，甘所长打了好几个

电话后，仍表示不能签字。甘双乐

表示， 没签字的原因是因为没有

看到军队院校的政审标准。

6月16日， 母亲段书芝赶到

廊坊市安次区公安分局咨询，未

果。回到家里，扈佳佳接到了人

民武装部电话， 被告知政审已经

结束。

扈佳佳24日得知，高考她考

了516分， 比二本线高14分，符

合报考部分军校的分数标准，她

哭了。

警方曾提出给予经济补偿

扈振营夫妇曾希望到最高人

民法院上访， 来解决被行政拘留

的问题：“2007年行政拘留后我

们就向法院起诉了， 要求撤销行

政拘留的决定， 但一直没有立

案。”

6月25日上午， 廊坊市公安

局安次分局等有关人员约见扈振

营夫妇， 答应给扈家一部分经济

补偿。 但扈振营说：“孩子的前途

给耽误了，这不是钱的问题。”

据悉，《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

定》 中，“不符合征集服现役政治

条件情形”中并未有“父母被治安

拘留”条款。

扈佳佳的代理律师蔺其磊认

为：“本案基层公安机关拒不盖

章，致使原告不能通过政审，有打

击报复的嫌疑， 是一种严重的违

法行为。” ■据新京报

因父母被拘，报考军校时未通过政审

高三考生状告公安局

近日， 笔者透过中怡康最新

发布的统计数据发现： 目前海尔

空调1、2级高能效产品翻番，零售

量份额遥遥领先，更带动了6月份

整体同比增幅达50%以上的高增

长。在这场高能效品牌的鏖战中，

海尔省电空调明显占了上风。

海尔空调市场部长苏明告诉

笔者：“满足消费需求永远是企业

生存、发展的第一要义。目前不论

是在产品方面的升级， 还是进行

管理颠覆，推行‘零库存下的即需

即供’创新商业模式，这些都是实

现海尔空调持续领跑高能效市场

不可或缺的动力。”

产品升级是根本

创新的首要任务是产品的升

级。早在2008年7月，海尔空调就

提出停产3级能效以下产品，今年

3月， 又率先淘汰4、5级高耗电空

调。 在整个行业仍旧背负库存包

袱的情况下， 海尔空调已率先实

现所有产品的高效节能。 而在升

级做法方面， 与目前一些品牌型

号数量杂、 多而单型号实际销量

几乎为零的传统做法不同， 海尔

空调以抓准需求为宗旨， 利用标

准化、 模块化的开发体系主动收

缩型号， 不仅提高了产品升级速

度，降低了成本支出，也大大提升

了单型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管理颠覆、模式创新是保障

管理颠覆、 模式创新同样也

为市场实现高增长积蓄了力量。

与目前一些品牌拍脑袋、 赌博式

的提前压货和押宝天气等传统做

法形成鲜明对比， 海尔空调始终

以消费需求为导向，通过推行"零

库存下的即需即供"创新模式，已

在行业内率先取消了库存， 直接

面对客户，做到每周定单进、销、

存的均衡、 合理实现了企业、客

户、用户三方的共赢：企业自身得

以领先、高速发展，也带动客户资

产质量和运营效率的大幅提高，

更使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买到海

鲜般的高效节能省电空调。

渠道深度合作是互补

海尔空调在产品升级及模式创

新方面确保产品策略与市场营销领先

性的同时，也直接吸引了一大批专业

零售商的深度合作。 这种深度合作

为正处于高能效市场份额持续增长

中的海尔空调增添了底气。

今年3月以来， 海尔空调就与

国美、 苏宁等主流家电连锁纷纷签

订高效节能省电空调大单， 推广普

及高效节能省电空调；在此次国家

正式启动"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后，海

尔空调又第一时间与国美、 苏宁合

作联合展开“全额让利促销惠民”活

动。据悉，目前海尔空调在国美前5

位畅销空调型号中，独占四席，并包

揽冠亚军， 同时率先实现了在国

美、 苏宁两大渠道高效节能空调

30%以上的高份额。 □经济信息

海尔省电空调补贴一个月销量增长50%

得益于产品升级、管理颠覆、模式创新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带动整体实现50%以上的高增长

□都市快评

从“政审门”看公权力报复

成都车祸肇事者被判死刑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3日对一起特大交通事

故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伟铭因无证、醉酒驾车造

成4人死亡、1人重伤，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被

依法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经审理后查明，去年12月14日，孙伟铭中

午大量饮酒后， 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仍

驾车在成都市区内穿行往来。17时许， 孙伟铭在一

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

继续驾车逃逸。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伟

铭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 先后撞上

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 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

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据新华社

面对政审表，扈振营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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