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17日公

布了中国钢铁企业与澳大利亚

FMG公司达成的铁矿石谈判结

果，其中具有标杆意义的粉矿价

格比去年长协价下降了35.02%。

FMG公司承诺销售给中国

钢企的铁矿石实行一个价格，即

粉矿干基离岸价每吨度94美分，

块矿干基离岸价每吨度100美

分。与去年的长协价相比，粉矿价

下 降 35.02% ， 块 矿 价 下 降

50.42%。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

FMG达成的合同，有效期是今年

7月1日至12月31日。今年12月份

将开始谈明年的合同。 根据谈判

惯例，中国还将参照与FMG达成

的结果，与力拓、必和必拓、淡水

河谷进一步谈判，因此，今年的谈

判并没有完全结束。

FMG是澳大利亚第三大铁

矿石生产商， 今年与中国华菱钢

铁集团达成协议， 华菱占其

17.5%股份，为第二大股东。

今年5月26日， 澳大利亚力

拓与日本新日铁达成了今年铁

矿石谈判首发价，粉矿和块矿价

格分别比上一年度下降32.95%

和44.47%。 中钢协随后表示，对

这一价格不予跟进。

■据新华社

中钢协与澳大利亚FMG达成铁矿石谈判结果

粉矿降价逾三分之一

华菱钢铁集团为其第二大股东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

公室统计显示，截至8月17日，全

国作物受旱面积1．70亿亩 (多年

同期均值1．42亿亩)， 其中重旱

6299万亩，干枯1608万亩，有390

万人、437万头大牲畜因旱发生

饮水困难。 ■据新华社

全国1．70亿亩

作物受旱

莫拉克风灾使岛内农作物严重

受损，果菜市场已出现涨价之势，以

台北为例，16日整体蔬菜批发价每

公斤35.6元新台币， 比灾前的8月5

日上涨了68.72%。 ■据厦门日报

台北菜价涨近7成

四川乐山市夹江交警近日

在县城挂出了多幅宣传整治酒后

驾车的标语， 但其中两条被一些

驾驶员认为太血腥、不够温馨。上

面分别写着“酒后驾车者医院给

你开好了房间”、“酗酒开车是驶

向死亡与坟墓的选择” 等警示内

容。

由于该路口可以通往乐山和

峨眉山，两条标语“雷倒”了众多

过往驾驶员。

驾驶员高先生认为， 这样的

标语太血腥了， 不够温馨和人性

化， 让人看了心里很不舒服，“甚

至像是在诅咒那些酒后驾车的

人”。附近许多路人则几乎是一片

叫好声。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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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点

据台湾“中央社” 报道，“莫拉

克” 台风重创南台湾， 造成严重死

伤。 马英九16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 (CNN)专访时表示，身为台

湾地区领导人，不论外界有何谴责，

他当然会对这次风灾负起完全责

任。 另外， 马英九在接受专访时也

说， 会调查救灾系统与救难行动是

否出了什么状况，不只改正错误，也

会惩处该负起责任的官员。

■据厦门日报

来自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

水平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

题组的研究成果———《中国生态

文明地区差异研究》 近日首次披

露了各省区市生态文明的发展现

状。通过测算，除西藏自治区外，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生态文明水

平排序如下：北京、上海、广东、浙

江、福建、江苏、天津、广西、山东、

重庆、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以

下为全国平均水平线下)湖北、海

南、安徽、陕西、黑龙江、吉林、青

海、河北、辽宁、新疆、云南、甘肃、

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这是党

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以来，中国第一份各省区市

生态文明水平的排名。

■据中国经济周刊

马英九：

我负全责

将惩处救灾不力官员

交通运输部台湾事务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16日表示，大陆方面17日

从深圳向台湾紧急运送150标准箱

救灾物资。

中远集团和台湾阳明公司共同

经营的美国线路在原计划16日18

时出发经过高雄去美国， 但是考虑

到16日凌晨救灾物资的图纸才定

下来，第一批救灾物资是活动板房，

在台湾地区叫活动房， 经过一天时

间的赶制，17日上午7时50分，现在

100套主要的用材已经赶制完了，

14英寸的标准箱已经装箱完毕。

第一批物资17日下午5时深圳

盐田港起运，大概将在18日早上到

达台湾高雄岗。 ■据中国之声

中国首份生态文明

排名出炉

湖南位于

全国平均水平线上

青藏铁路西宁—格尔木复线

工程是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全长

800多公里， 总投资105亿元，计

划2012年建设完工。然而，青海

省国税部门稽查发现，正在建设

的这一重点工程项目中流入了

大量假发票，稽查共发现问题发

票1154份， 涉及发票金额约1.28

亿元，存在严重偷逃国家税款现

象。 ■据人民日报

青藏铁路建设项目

查出1.28亿假发票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14日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

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嫌犯、原

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

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时

合并其他罪行， 决定对胡文标执行

有期徒刑11年。生产厂长兼车间主

任丁月生犯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因

其为从犯，决定执行有期徒刑6年。

这是中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

质罪， 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

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11月

底至2009年2月16日期间， 原盐城

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文

标、生产厂长兼车间主任丁月生，在

明知标新化工有限公司为环保部门

规定的废水不外排企业， 明知在生

产氯代醚酮过程中所产生的钾盐废

水含有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仍

然将大量钾盐废水排入到公司北侧

的五支河内， 任其流进盐城市区水

源蟒蛇河，污染市区城西、越河两个

自来水厂取水口。今年2月20日，因

水源污染导致市区20多万居民饮

用水停止达66小时40分钟，造成了

巨大损失。其行为均触犯了《刑法》，

构成投放毒害性物质罪。

此前， 中国在对类似的污染事

件追究刑事责任时， 均以重大环境

事故污染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

责任。如2005年发生的四川沱江特

大水污染案等， 被告人都是以重大

环境事故污染罪的罪名被判刑。

投放毒害性物质罪， 是指故意

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

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尚未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南京大学法律学者顾翔认为，中

国法院开始以新的罪名来追究污染

环境者的刑事责任，其罪名更重，求

处刑期也更长， 显示了中国对严重

污染环境事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加

大， 也彰显了中国政府保护环境的

坚强决心。 ■据新华社

工厂排污致20多万居民停水60多小时

他是首个被判“投毒罪”的董事长

事发江苏盐城，工厂两责任人分别被判11年和6年

大陆救灾物资启运赴台

今后， 由于禁烟场所所在单

位未尽法定义务， 导致该场所多

次发现吸烟行为或发现烟草烟雾

的，将加重处罚力度，根据《上海

市控制公共场所吸烟条例 (草

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单

位将面临最高30000元的罚款。

17日上午，上海市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受

到市民广泛关注的《条例(草案)》

的说明及审议意见报告。 根据审

议报告， 场所界定是控烟立法的

重点。 ■据新闻晚报

上海禁烟不力

单位可罚3万元

人力资源服务商“智联招聘”

近日发布《2009年上半年职场薪

酬报告》。 报告调查结果显示，

2009年毕业生起薪点有所下降。

不同学历毕业生的起薪点相对于

2008年均有不同程度降低。其

中， 硕士毕业生起薪点为2741

元，下滑了11．18%；本科毕业生

起 薪 点 为 1825 元 ， 下 滑 了

11．37%； 大专毕业生起薪点为

1375元，下滑了13．14%；博士毕

业生起薪点的降幅较小， 仅为

1．89%。 ■据新华社

本科毕业生起薪

比去年降11%

现租住在管庄的“可乐事多了”

(网名)26岁了，打算买房，苦于自己

是“月光族”，又不想做“啃老族”，于

是筹划出了一个千人购房的活动。

召集1500人买房

在和朋友聊天中， 想要结婚却

苦于没钱买房的“可乐事多了”突发

灵感：召集1500人，每人出100元，

凑齐首付买房，然后大家通过抽奖、

摇号等方式来决定房子归属。

8月5日，他在珠江拉维小镇的

业主论坛上发了帖子《我们买的不

是房子，是生存》，号召大家参加活

动。

“反正也买不起房子， 何不撞

一下运气？ 结婚也不差这100块

钱。”他说。如果抽到自己固然高兴，

若是抽不到那就继续打拼也要买

房，“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潜力股。”

他笑着。

“比中彩票几率大”

“多拉咪”是千人购房活动的参

加者，他告诉记者，参加活动出于娱

乐精神，“每人都有1500分之一的

可能得到房子， 且每人只出100块

钱， 这比中彩票的几率大多了。”他

表示，自己如果抽不到，就当花100

块钱玩儿了。

也有网友表示疑惑， 这种千人

出钱买一套房子是否会涉及到非法

集资，这些钱怎么管理，怎么使用，

如何公开透明等问题也是值得重

视的。 一名网友回帖说：“都逼成这

样了，同情。不过你这个方法可行性

几乎为零，说白了叫非法集资，是违

法的。”

已有150余人报名

“可乐事多了”称，目前为止已

有150余人报名参加活动， 并为此

建立了两个QQ群。 考虑到活动的

公开透明，他表示，将组织1500人

一起到售楼处交钱， 之后大家请一

个公证处， 以抽签的方式来定出房

子的归属。 活动现已成立6人组成

的工作小组。

“月光族”欲召1500人凑钱买房

抽签决定房子归属 参加者称“比中彩票几率大”，律师强调应谨慎操作

“酒后驾车者

医院给你开好了房间”

四川交警“雷人”宣传标语引争议

射幸合同易扰乱社会秩序

北京市京华律师事务所律师马

传贞表示， 这种约定行为本质上属

于射幸合同的范畴。 射幸合同在我

国一般有保险合同、 赌彩业方面的

合同行为， 均有专门的法律如保险

法予以规范。 这种约定形式将引起

社会秩序混乱，从法律层面上讲，此

约定是无效的。 从实际操作层面上

看， 这种行为里面有很多的不确定

性因素，建议广大市民谨慎操作。

■据京华时报

律师说法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