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与菲律宾两国政府外长和防长

30日在华盛顿举行首轮“2＋2”会谈，确

定了两国共同战略目标。 美方重申依据

共同防务条约对菲方的承诺和义务，并

表示支持通过“和平、合作、多边和外交

渠道”解决海上争端。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国防部

长帕内塔， 菲律宾外交部长德尔罗萨里

奥、 国防部长加斯明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说，两国举行“2＋2”会谈的目的在于构

建“强有力、灵巧和反应灵敏的”同盟关

系， 以应对不断变化中的国际和地区形

势，并为此明确了共同战略目标。

这些目标包括：加强亚太地区和平、

安全与繁荣； 支持在东盟和东亚峰会等

机制内加强合作； 维护航行自由和无障

碍的海上合法贸易， 同意在国际法框架

内通过“和平、合作、多边和外交渠道”解决

海上争端。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两国于1951年

8月签署的共同防务条约仍是美菲安全关系

的基础。两国寻求加强双边安全合作，途径

之一是提升菲律宾的防务能力，帮助菲律宾

建立起“最低限度的可靠防务态势”。

希拉里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菲律宾在美国亚太新战略中处于“中心”位

置，美方在本轮会谈中重申了共同防务条约

规定的对菲方的承诺和义务，双方对南海事

态发展感到严重担忧，虽然美方在南海主权

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 但是确保航行自

由、维护和平与稳定、尊重国际法、保障合法

贸易无阻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帕内塔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方将于

年内向菲律宾交付第二艘军舰。

（新华社）

美方将向菲律宾

交付第二艘军舰

中菲黄岩岛对峙 追踪

前天下午1时左右，大连港大雾弥

漫。因恰逢五一假日，作为我国的第一

艘航母平台， 吸引了很多爱好者前往

观看。

此前，辽宁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渤

海北部从4月19日8时至4月29日18时，在

相关水域内将有军事任务。 但航母实际

出海时间是4月20日，所以顺延至前日中

午返回。

此次海试之所以被关注， 是因为此

前一系列细节显示此次将有望开展舰载

机首次着舰试验。这些细节包括，着舰阻

拦索安装以及出现在航母甲板上移动飞机

所使用的小型牵引装置等。从去年8月10日

至今， 我国第一艘航母平台共进行了五次

航行试验。

在4月底举行的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表示，我航

母平台前期开展的海上试验均达到了预期

效果， 后续还将按照计划进行一系列科研

试验。同时，他也称，这次航母平台出海试

验是按照计划安排的， 与当前地区局势没

有关系。

（法制晚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翻新土豆不能吃！

近段时间, 陆续有市民反映买到

“问题土豆”。这些问题土豆大多有着相

同“面貌”：外表光滑,几乎没有泥土或

有少量泥土,储存时间短,易腐烂。记者调

查数日发现, 市场上出售的部分看上去

新鲜光亮的土豆其实是“翻新水洗”土

豆。专家称吃翻新土豆易中毒。

“听说这种土豆是用硫磺熏过的。”

市民刘女士说, 新土豆现在刚刚下来,价

格很贵,那种价格便宜且表面光亮的土豆

本身就值得怀疑。 记者发现土豆的零售

价格相差甚大,有的每斤1.2元左右,有的

每斤4元。商贩称,贵的这些土豆都是新土

豆。一位商贩告诉记者,现在市场上的新

土豆都是大棚土豆,价格较高,而一些外观

看上去新鲜光亮的其实是“水洗土豆”。

日前， 记者驱车来到枣庄峄城区古

邵镇庙后村, 还没进入村子就看到地里

满是土豆。在村子中央一处房屋前,地上

摆满了土豆, 二三十名村妇将土豆装入

塑料袋内。旁边还堆着近百包土豆,尼龙

袋内的土豆发黑,有的已经长了芽。加工

点附近水沟边堆满了发黑腐烂的土豆,

几名老人在捡拾表皮还没有变坏的土

豆。个体户王某介绍,这些土豆来自内蒙

古和黑龙江, 他们在这边水洗加工一下

运到市场上,看上去跟新土豆差不多。

“水洗过的土豆？不行。”山东农业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蔬菜学系主任刘

世琦说, 水洗的土豆相对于正常土豆来

说很容易腐烂, 如果食用了腐败变质的

或者细菌感染的土豆都会对人体造成伤

害。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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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

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中国卫生

部部长陈竺和卫生部党组书记、 副部长张

茅的文章《取消“以药补医”机制 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文章称，当前，公立医院“以

药补医”机制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严重

损害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 成为人民群众

和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突出问题之一，成

为医疗卫生领域必须革除的机制性弊病。

文章认为， 加快公立医院改革成为

“十二五”深化医改的重要任务。取消“以

药补医”机制，推进医药分开，是确保公立

医院回归公益性，进一步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的关键环节。

（求是）

卫生部公安部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严厉打击医闹、号贩

前日， 武汉动物园猴馆保

育员张帮胜， 竟用舌头舔一只

小猴的屁股！

年过半百的张帮胜用温

水将一只小黑叶猴的屁股洗

干净，然后开始用舌头不停地

舔，一直舔了

1

个多小时，直到

小猴拉出一粒花生米。花生米

排出后，张帮胜这才笑了。

据了解，这只小黑叶猴出

生仅

3

个多月， 它是该园近

10

年来繁殖出的第一只黑叶猴。

黑叶猴是产自广西、贵州的珍

稀灵长类动物，属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因为太过珍贵，园方

将它交给市劳模、高级技师张

帮胜负责保育饲养。

五一小长假首日，为了让

小黑叶猴见见世面，张帮胜首

次将它放进猴馆与游客见面。

次日， 老张发现小猴消化不

良，排便困难，顿时着急起来。

看到地上的花生壳，老张马上

明白肯定是游客将花生扔给

小猴，没牙的小猴将整粒花生

米吞进去。 如果不尽快排出，

将危及小猴的生命。因为猴子

太小， 不宜通过吃药排便，唯

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舔它的屁

股，刺激它将花生排出。

此事昨日引发热议，“行

为让人觉得恶心，但作为却很

有爱心” 是大多数网友的看

法，众网友质疑：“一定要用嘴

舔吗？难道没有其他更安全更

卫生的方式吗？”网友“小观音

i

” 称：“动物界的确是靠母兽

舔幼兽那里以刺激括约肌促

进排便的。大概舌头更好掌握

力气和温度吧。”同时，大家也

呼吁：以后去动物园不要给动

物乱投喂食物。

（综合 新民晚报）

根据卫生部、 公安部4月30日联合发

出的 《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

今后，医闹、号贩将受治安处罚甚至被究

刑责。

通告提出， 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

设灵堂、摆放花圈、违规停尸、聚众滋事

的，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的，非法携带

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管制器具进入医疗

机构的，侮辱、威胁、恐吓、故意伤害医务

人员或者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的，

在医疗机构内故意损毁或者盗窃、抢夺公

私财物的， 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以

及其他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秩序的行为，由

公安机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通告提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

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

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

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公安机关要

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

序工作， 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

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

犯罪活动。

针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通告

要求严格执行医疗管理相关法律、 法规

和诊疗技术规范，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服

务流程，增进医患沟通，积极预防化解医

患矛盾。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医院投诉

管理办法（

试行 ）

》的规定，采取设立统

一投诉窗口、 公布投诉电话等形式接受

患者投诉， 并在显著位置公布医疗纠纷

的解决途径、 程序以及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组织等相关机构的职责、 地址和联系

方式。 患者及家属应依法按程序解决医

疗纠纷。

针对患者及家属，通告提出，患者

在医疗机构就诊，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患者及家属应当遵守医疗机构的有

关规章制度。 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

必须按规定将遗体立即移放太平间，并

及时处理。未经医疗机构允许，严禁将

遗体停放在太平间以外的医疗机构其

他场所。

（新华社）

太恶心？

有爱心！

最新发布的国家土地督察公

告称，2011年国家土地督察机构

查处各地土地违规抵押融资贷款

行为，涉及面积10.47万亩，贷款总

额557.98亿元。一些地方征地补偿

安置落实不到位、 侵害被征地农

民合法权益等问题依然严重。

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 在2011

年抽查的31个市、25个县中，有12个

市、22个县存在土地违规抵押融资

贷款行为， 涉及面积10.47万亩，贷

款总额557.98亿元。 国家土地督察

机构通过跟踪调研地方土地利用和

管理动态， 引导地方政府依法依规

用地，同时加强与中央巡视机构、银

监会等部门的沟通协作， 完善与省

级政府的联席会议机制， 有效提升

了土地督察效能。公告说，针对2010

年、2011年例行督察发现21个城市

存在土地违规抵押融资贷款746.76

亿元的问题。

（新华社）

国家土地督察：去年土地违规抵押融资贷款逾557亿元

据美国媒体消息，当地时间4月30日

早晨11时许， 美国纽约大学的几位中国

留学生在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前

拉开横幅与国旗，就“捍卫黄岩岛主权”

问题进行示威游行。

报道称， 来自纽约大学金融工程专

业的三名学生对菲律宾在南海争端中表

现出的“无理态度”与“嚣张气焰”感到

愤慨，作为在海外留学的华人学子，他们

认为应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捍

卫国家领土完整。

据了解，这三名学子于上周向警方提出

了示威申请， 并被批准于4月30日早上11点

至下午3点间在菲律宾驻联合国代表团门口

前进行示威活动。在他们的号召下，纽约大

学(NYU)金融工程专业及其他专业的学生

都将陆续赶来支持，一些居住在纽约的老华

侨也赶过来与学生们讨论南海问题，并为学

生们打气加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保育员舔小猴屁股助其排便

12名大学生

毕业挖煤当“黑领”

� � � �与其他矿工不太一样， 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六矿一个采煤班组的12个人中，

有10个人都戴着眼镜。 和自己的同龄人

不太一样， 这12个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没

做白领，却来到800米深的井下，做起了

“黑领”矿工。2011年，这个大学生采煤

班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到2011年3月，大学生采煤班累计安

全采煤300多万吨， 相当于该矿同期273

名工人的总产量。在大学生采煤班，12个

大学生矿工平均每月都有六七千元的工

资。

（中国青年报）

5岁女童溺水身亡

曾传“被人抱走”

4月29日下午，南京市六合区新篁镇

林牧村曹队组5岁女童慧慧（2007

年

6

月

生）

在家门口玩耍时失踪。当时两位目击

的4岁孩童都称是“慧慧被人抱走”，接

报后，南京六合警方连夜组织专案警力，

会同当地辖区政府和居民全力查找。5月

1日上午，失踪女童张慧被发现在距离家

中数十米远的一个菜园小水池内身亡。

经法医初步检查分析， 死者慧慧衣着完

整，尸表无外伤，符合溺水死亡特征，结

合走访调查， 民警综合认定属于意外落

水溺亡事件。

民警多方调查得知，“被人抱走”一

说，系两名4岁玩伴因为害怕而临时编造

出来的谎言， 结果弄得大人们个个信以

为真，一传十十传百。

（扬子晚报）

□

大陆最后一位飞虎队员王延周

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

92

岁。

□ 4

月

26

日贵州沿河煤矿发生透水

事故，目前仍有

9

名矿工被困井下。

□

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林郁

方

30

日搭机前往南海太平岛考察并宣示

“主权”。

□

福建一名残疾人黄某拍下义序

机场军用飞机的视频并上传至网络，被

判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 4

名嫌疑人使用 “

CSDN

密码外

泄事件”中泄露的用户信息，偷电子账户

30

万，日前被海淀警方控制。

□ 2012

年台湾高校将在北京 、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六省市招收自

费生，大陆学生高考成绩达二本线以上，

不限专业背景报考。 （新华社等）

中国学生向菲驻联合国代表团示威

行 动

我航母平台第五次海试归来

链 接

一 句 话 新 闻

8岁男童

被奔驰撞飞

倒卖挂号

焚烧纸钱

摆设灵堂

摆放花圈

违规停尸

聚众滋事

扰乱秩序

损坏财产

……

扰乱正常秩序的由

公安机关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关键词

追究刑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