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记者从公安
部获悉， 针对近期发生的多起侵害医务人员
案件的情况， 公安部专门下发通知提出要求，
并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召开会议， 就贯彻落
实两部委 《关于加强医院安全防范系统建设
的指导意见》 做出部署。 公安部要求， 各地
公安机关要始终坚持“零容忍”， 依法严厉打
击各种侵害医务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 坚决
遏制侵害医务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公安部：

对暴力伤医“零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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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1
日下午在中南海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
调，做好党的妇女工作，关系到团结凝聚占
我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关系到为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力量，关系到巩固党执
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必须坚持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 充分发挥我国妇女伟大作用，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
席沈跃跃介绍了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
成员。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宋
秀岩汇报了中国妇女十一大召开情况和未

来5年妇联工作的考虑。 全国妇联第十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分别作了发言。

在听取了她们的发言后，习近平首先代
表党中央，对大会取得成功、对全国妇联新
一届领导班子表示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妇
女和广大妇女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谋划和开展工作，这是妇
联组织发挥作用的根本遵循，是妇联工作不
断前进的重要保障。妇联组织要把工作放到
大局中去部署、去开展，把党的主张转化为
广大妇女的自觉追求和实际行动。实现党的
十八大提出的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也是当代中国
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要牢牢把握这一时代

主题，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男女平
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我
国妇女事业发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使
我国亿万妇女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担当。要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
路， 这是实现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
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
成果的正确道路。

习近平指出，联系和服务广大妇女是妇
联组织的根本任务。 做好新形势下妇联工
作，一定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各级妇联
组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坚持走出机
关、走向基层，沉下身子，拓宽工作渠道，创
新工作手段， 用自己的眼睛看最真实的情
况，用自己的耳朵听最真实的声音，帮助广

大妇女排忧解难，通过实实在在的服务把党
和政府的关怀、妇联“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广
大妇女心中，使妇女工作常做常新、充满活
力。

习近平强调，推动妇女事业发展，做好
妇联工作，必须有改革创新精神。要对照党
中央新要求和广大妇女新期待，以作风建设
的实际成效推进妇女事业发展。要通过立体
化、多层面的组织体系最广泛地把广大妇女
吸引过来、凝聚起来，让广大妇女在身边就
能找到妇联组织、得到及时帮助，把妇联组
织当作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地方。妇联干部要
对广大妇女充满感情， 真诚倾听她们呼声，
真实反映她们意愿，真心实意为广大妇女办
事，在广大妇女中产生强大感召力。

习近平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

把“娘家人”温暖送到妇女心中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防部新
闻发言人杨宇军10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 日舰机日前强行闯入我演习区并
长期滞留，干扰我正常演习活动，这是一种
危险性极高的挑衅行为。 国防部已就此向
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杨宇军说，10月23日，中方通过国际海
事组织公布， 中国海军定于10月24日至11
月1日在位于西太平洋公海海域的有关海区
举行军事训练和实弹射击，提醒各国过往舰
机注意避让。但是，日本海上自卫队107舰无
视中方反复劝阻， 于10月25日10时41分强
行闯入中方演习区，并长时间滞留，直至28
日7时32分才离开。同时，日侦察机多次进入
中方演习区进行侦察。此外，在中方参演兵
力正常航渡期间，日自卫队舰机还持续实施
高强度的跟踪、侦察和监视。

杨宇军表示，日本舰机的上述行为，不

仅对我正常的演习活动造成干扰， 而且危
及我舰机航行安全，甚至可能引发误判、误
伤等突发意外事件， 这是一种危险性极高
的挑衅行为。 中国国防部已就此向日方提
出严正交涉。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日方渔船在
我演习区发出遇难信号时， 从人道主义出
发，中方对于日方提出的救援请求，提供了
相关便利。但在这种情况下，日舰机依然闯
入我演习区，这种所作所为，不仅严重违反
国际惯例，而且有悖于国际关系道义准则。

杨宇军表示， 中方严正要求日方认真
反省，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停止一切干扰
中方正常军事活动的行为， 确保不再发生
类似事件。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
由日方承担。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国防部10
月31日在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杨宇军就近期军事热点问题答记者
问。

杨宇军说，日本近期不断渲染“中国军
事威胁”， 其目的是为其自身扩充军备制造
借口。日方的所作所为，值得周边邻国和国
际社会高度警惕。针对安倍晋三“抗衡中国”
的言论，他认为，这是颠倒黑白、不自量力。

杨宇军还表示，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钓鱼岛问题的经纬是非常清楚的，真
正危及和平的是日方。

杨宇军说， 日本最近频繁制造战争气
氛。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好战必亡”。希
望日方能够正视历史，采取切实行动，真正
走到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来。 中国还有一句
古话，叫做“忘战必危”。我们从不会主动挑
起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希望任何一方都
不要低估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
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能力和胆略。

日舰机强闯我演习区
■中方提出严正交涉■我国防部告诫日方：好战必亡

10月31日，西藏墨脱公路正式通车。至此，我国唯一不通公路县———墨脱县摘掉了“高原孤岛”的帽子。墨脱公路全长117.3公
里，总投资16亿元，该路地形地质复杂，气候环境艰苦，施工极为困难，被称为“最险天路”。

大图：10月31日，在墨脱公路上，车辆受到降雪影响。小图： 群众迎接驶进墨脱的车辆。 新华社发

新华社广州10月31日电 广东省新闻出
版广电局今天做出查处决定，给予新快报记者
陈永洲吊销新闻记者证的行政处罚，责成羊城
晚报报业集团对新快报社进行全面整顿。

查处决定指出，经初步查明，羊城晚报报
业集团主管主办的《新快报》在2012年9月至
2013年8月期间， 刊发了多篇涉及上市公司
中联重科的失实报道。 新快报社新闻采编管
理混乱， 记者陈永洲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
被检方批捕。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做出如下处
理：一、决定给予陈永洲吊销新闻记者证的行
政处罚。二、责成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依法依规
对新快报社进行全面整顿。 建议追究新快报
社相关人员责任， 立即调整新快报社领导班
子。 三、 对新快报社存在的问题继续进行调
查，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

广东全面整顿新快报社
吊销陈永洲新闻记者证
建议调整新快报社领导班子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11月1日起，一批法
规规章正式实施。其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
的《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要求，用人单位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其职工申办社会保险
登记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

针对一些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情况，规定明确，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其
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0.5‰
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关于加强移动智能终
端进网管理的通知》，对移动智能终端安全能力和预置
应用软件提出管理要求，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通知明确，生产企业不得在移动智能终端中预置
五类应用软件：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意，擅自收
集、修改用户个人信息的；未向用户明示并经用户同
意，擅自调用终端通信功能，造成流量消耗、费用损失、
信息泄露等不良后果的；影响移动智能终端正常功能
或通信网络安全运行的；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
条例》禁止发布、传播的信息内容的；其他侵害用户个
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益以及危害网络与信息安全的。

一批法规规章今起施行

员工入职30日内
单位须申缴社保

据新华社北京10月3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31日在北京表示， 28日发生在天安门金水桥的
针对无辜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人类、
反社会、 反文明的行径， 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会齐
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 据报道，
“世维会” 对中方“10·28” 事件的处理持有质疑，
呼吁对该案开展独立调查， 并对中国政府的民族
宗教政策提出了批评。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北京市公安局公布了“10·28” 事
件初步调查结果。 警方初步认定， 这是一起经过
严密策划， 有组织、 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这种针对无辜的平民和游客的暴力恐怖袭击是反
人类、 反社会、 反文明的行径， 任何有良知的人
都会齐声对此予以强烈的谴责。

她说， 中国是法治国家，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
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内的各项权利。
依法严惩暴力恐怖分子， 是捍卫法律尊严的必然，
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必然， 也是维护基本人权的必
然。 没有任何一个讲法治、 负责任的政府会对暴
力恐怖行为姑息纵容。

华春莹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坚决反对并严厉打击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中方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
“双重标准”，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相
联系。 个别人将一小撮极端分子的暴力恐怖行径与民
族、 宗教问题挂钩， 甚至以此为借口攻击中国的民族
宗教政策， 这是极端错误的， 也是别有用心的。

外交部：
“10·28”暴力恐怖袭击
反人类、反社会、反文明

据新华社台北10月31日电 据中国地震
台网中心网站消息：台湾花莲县10月31日20
时2分发生6.7级地震。记者在此间了解到，台
北到台南都有明显震感。据报告，震中位于花
莲县政府南偏西方52.9公里，在该县瑞穗乡，
地震深度为19.5公里。

台湾花莲发生6.7级地震

标题新闻

■ 《温家宝谈教育》出版发行
■外交部： 外国驻华机构和人员不

得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
■科学家进一步证实，SARS病毒源

于中华菊头蝠
■“房姐”龚爱爱案二审维持原判
■禁化武组织说叙利亚已按时销毁

所有化武设施 （均据新华社电）

“高原孤岛”
公路梦圆

吉林松原连发两次地震

10月31日，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
古族自治县先后发生5.5级和5.0级地震。 图
为当日，在该县查干花镇腰英吐村，一处房屋
受损倒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南宁10月31日电 广西贵港市公安局
31日晚向新华社记者独家通报称，平南县民警酒后
开枪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胡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平南县公安局长、政委等6个有关责任人被停职
并接受调查。

10月28日22时许，广西平南县大鹏镇发生一起杀
人案，该县公安局民警胡某酒后在该镇某米粉店购买
食品时，与店主发生争执，开枪将女店主吴某及其丈
夫打伤，吴某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丈夫无生命危险。

广西民警酒后开枪杀人
被批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