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发生

５．２

级地震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０

日电 据国

家地震台网测定， 北京时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６

时

００

分， 在台湾台东县附近海域

（北纬

２２．４

度，东经

１２１．４

度）发生

５．２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

３０

公里。 震中距

台东县城约

５０

公里，距离高雄市区约

１１０

公里。

3

月

19

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

的山东好汉环球功夫大师争霸赛

75

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徐柯振（右）

战胜伊朗选手波斯莫斯。 新华社发

3

月

19

日， 在新疆阿合奇县人民

广场，身着盛装的柯尔克孜族少年演

奏民族传统乐器，庆祝诺鲁孜节。

诺鲁孜节一般在每年公历

3

月

21

日前后，延续

3

天至

15

天不等，是维吾

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

的传统节日。 新华社发

体验科技魅力

3

月

19

日，一名女孩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科技馆做了一回“隐身人”。

双休日来临，连云港不少学生来到科技馆，学习科学知识，体验科技魅力。 新华社发 （耿玉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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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将冻结资金

3600

亿元

原因：防信贷过快增长 防通胀加剧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8

日电

(

记者 王培伟 王宇

)

中国人民银

行

18

日晚间宣布

,

从

2011

年

3

月

25

日起

,

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

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粗略

估计， 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０．５

个百分点能够冻结银行体系流动

性资金

３6００

亿元人民币左右。

今年以来

,

央行已经分别于

1

月

20

日和

2

月

24

日两次上调金融机

构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上调后

,

我

国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

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分别高达

20%

和

16.5%

的历史高位。

■

分析

防信贷过快增长

防通胀加剧

多位经济学家均表示

,

回收流

动性成为本次存款准备金率调升

的最主要的原因和目的。 根据央

行

14

日公布的

2

月份货币信贷运

行情况

,2

月末

,

广义货币

(M2)

余额

73.61

万亿元

,

此次上调存款准备

金率将冻结银行体系资金

3600

亿

元左右。

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研究员赵

庆明也认为

,

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

率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回收流动性

,

防止信贷的过快增长。

“准备金率连续上调主要为回

收流动性

,

上半年上调较为集中。

外汇占款、财政存款、公开市场到

期资金‘三管齐下’导致目前市场

流动性依然充裕。 ”交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依然高涨的物价数据成为

本次调升存款准备金率的另一

个因素。 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国

际金融风险管理师许一览表示

,

市场原本预计最快在月底再度

上调准备金率

,

选在这一时点可

能表明目前我国经济的通胀压

力依然较大。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刘元春表示

,

未选择动用利率工

具依然主要还是担心热钱的流入。

赵庆明也认为

,

加上当前日本地震

等国际上仍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

素

,

我国当前仍宜保持利率水平的

相对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19

日电）

浙江桐乡市政协原副主席

朱光耀一审获刑

１０

年

９

个月

据新华社杭州

３

月

１９

日电 （记

者 方列）浙江嘉兴海宁市法院

１８

日

对桐乡市政协原副主席朱光耀受贿

案作出一审判决： 朱光耀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

１０

年

９

个月， 剥夺政治

权利

１

年，并处没收财产

５

万元；朱光

耀违法所得

１５．３１

万余元予以没收，

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

朱光耀曾任桐乡市发展计划局

局长、桐乡市市长助理、崇福镇党委

书记、 崇福皮毛市场管委会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朱光耀因涉嫌受贿

罪被海宁检察院提起公诉。

海宁法院经审理认定，朱光耀身

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桐乡市市

长助理、市政府党组成员、崇福镇党

委书记、崇福皮毛市场管委会主任等

职务便利， 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所送

财物，共计价值

１５．３１

万余元，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遂作出如上判决。

无差别曝光不文明行为

才会真正唤起市民耻感

□

南方日报评论员

几乎是不约而同，中国的两

大城市北京和武汉展开了向不

文明行为宣战的行动。北京市交

管部门从 3 月1 7 日起专项整治涉

牌违法行为和“霸王车”；3 月 1 8

日，武汉媒体则报道，为提高市

民素质，建设幸福城市，武汉市

首次公布了乱闯红灯、 乱停车

辆、乱穿马路、乱扔垃圾的市民

名单，而且以后将每周曝光有这

些陋习市民各1 0 名。

不必讳言，不论是开“霸王

车”，还是乱闯红灯、乱停车辆、

乱穿马路、乱扔垃圾，都是我们

城市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劣迹，常

常让人尴尬而又无奈。在借鉴现

代城市管理方法比如处罚却收

效甚微之后， 利用公共传媒，将

劣迹公开曝光就成了一种水到

渠成的治理思路。 和处罚相比，

公开曝光因为诉诸人的耻感，毫

无疑问更具威慑力更有效果，在

平素为同胞不文明行为感到羞

愧的大多数市民这里，也应该容

易被认同。然而留意一下武汉相

关新闻的网民留言，对此不以为

然者却占了绝大多数。

不以为然者的论据十分单

一，他们都认可公开曝光这种处

罚的严厉性， 但也因此认为，这

种严厉的处罚为什么首先要拿

普通市民来“祭旗”？在当下的特

定语境中，如此论调有相当的迷

惑性：媒体报道官员从事与其身

份不符的行为时，常常都要以一

个“某”字代替，为什么现在市民

乱丢了一次垃圾就要“享受”公

开曝光的待遇？但类似观点的疏

漏也显而易见，因为所谓文明是

一点点培育起来的，每一个真心

向往文明的人都应该从自己做

起，如果仅仅由于现实中有人做

了更坏的事情而未受到追究，就

全然放纵自己并以此为开脱的

理由，社会又如何向好的方向发

展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类似曝光

的纠错方式还未全面引入公职

人员的公务领域，就认定城市管

理中也不宜采用，这种说法站不

住脚。但既然成为流行的论调就

自有其值得思考的价

值，重要的是，正因为公

众中普遍存在这样的看

法， 我们在具体实施中

就更应该缜密考虑。 而

从这一点看， 武汉市的

做法不能说全无瑕疵。

从武汉媒体披露的名单可

以看出，被曝光者均为企业和社

会人员。媒体说所公布者是从每

类不文明行为中随机抽取的。可

是正如北京市交管局直言，目前

城市中那些视规章制度若无物

的霸王车，多为公权力机关所拥

有。 为什么到了武汉，随机抽取

1 0 名乱闯红灯、乱停乱放的司乘

人员，却无一名如北京市交管局

所指的霸王车主呢？这样的随机

抽取又怎能指望免除公众的疑

虑？武汉媒体还公布了对1 0 名乱

扔垃圾者的处理结果， 意外的

是，同一不文明行为，有的被罚

款 5 0 元，有的则是“劝阻、教育”

或“责令改正、学习法规”，这样

区别对待的理由又是什么？

相形之下，北京市做法的争

议性就小得多了。北京市交管部

门发起治理行动之前表示，治理

“将毫无遮拦、不避权贵、不避单

位”， 在曝光时不仅不会删除任

何所谓“敏感”车牌，而且违法司

机若系公职人员，在处罚的同时

还将通报其单位。 而在 3 月 1 8 日

交管局于媒体公开的信息里，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司

专车管理处”、“北京市城市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局”、“北京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车管处”等单位所属

的违法车辆均赫然名列其中。

显而易见，北京市交管部门

的思路是，同一违法或不文明行

为，治理上一视同仁，在这里，公

职人员不仅没有特权，与社会人

员相比，相反还会受到通报单位

等“额外”的对待。这种治理思路

的依据，用北京市交管局新闻发

言人的话说，“交通秩序不仅需

要普通市民的人人参与，更需要

公务员、各级领导、社会知名人

士的模范带头。如果这些人首先

杜绝霸王车，那才能给公众起示

范作用”。

治理不文明行为，无差别曝

光才能真正唤起市民耻感，一视

同仁的处罚也才能让人产生对

制度的敬畏，北京市整治霸王车

于此开了个好头，但愿它能给我

们的城市管理提供一些有益的

借鉴。

高端论坛

商务部部长：

我国将解决部分奢侈品

售价高于海外问题

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０

日电

（记者 江国成） 商务部部长陈

德铭

２０

日说，我国将采取促进竞

争、完善物流体系、转变和创新

零售模式，减轻零售企业负担等

措施，解决部分国际品牌奢侈品

在我国的销售价高于海外价的

问题。

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２０１１

年会上说， 部分海外市场是没有

关税的。 香港地区实行零关税政

策， 内地很多人到香港后发现那

里的部分商品比大陆便宜。 另外，

我国高档消费品分销体制刚刚建

立，层次多、费用大，增加了高档

消费品在中国的交易费用。

盘点一周“网络热词”

□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

盘点上周“网络热词”，打

假无疑是核心主题。 在一片义

愤声中，“锯末胶囊” 被网友追

打成热门头条；而关于“盐”和

“超级月亮”的谣言，让人们看

到了打击假消息和科普的重要

性。 当然，书写百万字“网络家

书”的“癌症爸爸”以及喋血铁

轨的“断臂哥”，他们体现出的

真情与大义应该让那些唯恐生

活不乱的谣言制造者面壁自

省。

湖南“断臂哥”

热度： 百度搜索结果近

９０００

个词条。

湖南小伙子裴永红在右臂

被列车车轮完全压断的情况

下， 强忍剧痛向列车发出停车

信号、 奋力避免一起重大事故

的消息，被网友冠以“断臂哥”

称号， 舍己为公的精神成为这

个春天里一抹感人亮色。

（网言网语）中新网黑龙江

网友：向这个小伙子致敬！这种

舍己为公、 牺牲自我的精神挺

起的是国人的脊梁，让人感动，

让人敬佩！

（记者点评）右臂被火车齐

肩轧断，与身体分离，那是几乎

会昏死过去的疼痛。然而，一场

更大的灾难可能在下一刻发

生。 裴永红使劲压住动脉血管

竭力止血， 快速冲进值班室换

了一台对讲机，叫停油罐列车。

他凭什么做到这一连串的动

作？是信念、是毅力，是大无畏！

“抢盐”与“退盐”

热度： 百度搜索结果

１２

万

个词条。

在谣言的煽动下， 以及随

后有关方面及时辟谣和积极应

对下，“抢盐”和“退盐”在短短

４８

小时里轮番上演， 某些人在

排队“退盐”时是否应该反思一

下当初“抢盐”的无知？

（网言网语） 网友“重骑

兵”：人总是要为自己的无知和

轻信买单。网友“

ＪＺ２６

”：所以说

没文化真能害死人！ 网友“地

球”：更可恶的是一些投机商借

机发不义之财。

（记者点评）网民们很快看

清楚了这件事，谣“盐”四起、

“盐”过其实、无“盐”以对等词

汇是对这个事件的反讽。当然，

这起风波也反映出国人的科学

素养亟待提升、 需更严厉打击

哄抬价格等扰乱市场的不法行

为以及有关方面需要更好地提

高社会管理水平等问题。

“癌症爸爸”张鸣

热度：百度搜索结果近

６

万

个词条。

身患癌症的武汉人张鸣让

无数网友在这周感动流泪了。

半年多用羸弱的身躯写下

３００

万字的“网络家书”，这是对爱

与坚强的最好诠释，这也是“癌

症爸爸” 给世人最大的精神力

量。

（网言网语）腾讯网友“乡

关何处”：“癌症爸爸”选择这种

方式来书写最后的生命， 是一

种积极向上的精神。 这种正面

的精神能涤荡人的心灵， 召唤

活着的人、 健康的人更加热爱

生命，珍惜生活。“癌症爸爸”加

油！

（记者点评） 无论何时何

地， 正面的力量永远有催人奋

进的作用。 我们也许没法体验

到张鸣要用怎样的疼痛换来这

数以百万计的文字， 但是我们

能听到这些字里行间无处不在

发人深省的倾诉： 坚强本是生

命的一部分， 而爱则让生命迎

来春天。

“超级月亮”谣言

热度：百度搜索结果

１４３

万

个词条。

本年度最大最圆月

１９

日

晚亮相天宇， 人们对炒作、迷

信“‘超级月亮’引发地震等自

然灾害”的反思并未停止。 相

关专家表示，以“超级月亮”谣

言为代表的将正常天象与自

然灾害联系在一起的无知言

论，凸显了公众科学素养的缺

失。

（网言网语） 网友“好名

字”：看了一眼月亮，说实话我

也就是觉得比平常要亮点，别

的没什么啊！网友“

ＬＩＳＡ

”：月亮

很亮很圆很美， 看不出神马奇

怪的地方。

（记者点评）“超级月亮”事

件虽然不能简单地批评民众缺

乏基础性的科学素养， 但不可

否认，科学素养、人文素养、心

理素养都是我国国民素质中的

短板。要避免谣传中伤，除了相

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让信息

透明外，公众更要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不盲从。

复旦“晒账本”

热度： 百度搜索结果近

１０

万个词条。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

雄将

２００９

年图书馆的经费开支

在网上晾晒开来， 此举引来网

友热议。

（网言网语）新浪网友深圳

手机用户：国人要一片洁土，学

校也需要预防腐败。网上“晒账

本”， 让阳光照进更多更细领

域。

（记者点评） 葛剑雄网上

“晒账本”的举动，引来舆论对

高校财务的关注。 作为学术殿

堂的高校名校， 确实应该在财

务公开方面引领社会风气，我

们呼吁有更多的学校、 更多的

部门效仿葛剑雄的做法。

湖北“锯末胶囊”

热度：百度搜索结果

７

万多

个词条。

用锯末、 粗糠和面粉做原

料，湖北荆州

６

个制假窝点半年

内疯狂炮制出上亿粒胶囊，冒

充

２０１

种药品，可“包治百病”，

利润超过

３０

倍， 并通过互联网

销往全国

２８

个省份的

１００

多个

市。

（网言网语）新浪广东广

州市手机网友：人性、良心在

这里是稀缺品。 救死扶伤的

药品掺假， 市场经济的道德

底线在哪里 ！ 新华网网友

“

ｃｈｅｎｌｉｙ

”：在食品和药品的监

管方面， 应该像打黑一样拿

出强力度、硬措施，不能让国

民在口腹之事上受不法之徒

的戕害了。

（记者点评）性命攸关的食

品药品， 年年都会冒出一些违

法大案，缘何年年打、年年有？

政府部门、 厂商还是要拿出决

心和魄力把好老百姓的“入口”

关。

（图文均据新华社）

3

月

19

日，为迎接

3

月

23

日“世界气象日”，国内首个专门展示气象

历史的博物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中国北极阁气象博物馆免费

对外开放，吸引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图为一名孩子在博物馆内的“人类

进化与气候环境”展区参观。 新华社发

北斗亚太区导航

系统明年建成

2020年建成全球导航系统

据法制晚报消息

19

日下午，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

家栋院士在参加活动时表示， 中国

预计于

2012

年建成北斗亚太区域卫

星导航系统。

2020

年左右建成由

30

多颗卫星组成的北斗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

另据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介

绍，目前全球上空已有

32

颗

GPS

卫星

（美国）、

22

颗

GLONASS

卫星（俄罗

斯）， 还有两颗实验的伽利略卫星

（欧洲）。 根据测算，在有

GPS

的情况

下，中国北斗对全世界导航的精度、

稳定性、 可靠性的贡献率大概占

50%

。 即便加上

GLONASS

、伽利略，

中国北斗的贡献率仍达到

2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