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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汽車破二百萬輛
十年暴增九倍 密度超警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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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汽車保有量今日突破200萬輛，
過去10年暴增9倍，目前僅次於北京在全
國排名第二，其車輛密度已超國際警戒值
，這意味着深圳路越來越難行。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七日電】

■

簡訊

衛生部：河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本報訊】中通社石家莊二十七日消息：據河
北省保定市公安局網站消息，保定市公安局新市區
分局 2 月 26 日經調查，依法查處一起散布非典謠
言案件，涉案人員被依法勞動教養兩年。

近日，一則河北保定某醫院出現非典變異病毒
的消息傳到網絡上，引起社會關注。

保定警方稱，據調查，涉案人員劉某某為某互
聯網站經營者，其為提高網站點擊率，在未經證實
的情況下，於 19 日在互聯網發布了 「保定 252 醫
院確認一例非典」的虛假信息，並自己連續跟帖製
造影響，擾亂了社會治安。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二十七日
電】衛生部農村衛生司司長楊青今日
在衛生部記者會上表示，2011 年全國
參加新農合人數為 8.32 億人，參合率
超過97%，全年受益13.15億人次。各
級財政對新農合的補助標準從每人每
年120元提高到200元；住院費用報銷
比例從60%提高到70%左右，最高支付
限額從3萬元提高到5萬元。

楊青表示，目前全國新農合定點
醫療機構有60 多萬個，數量龐大，有
關醫保基金的套保、騙保現象時有發
生。在新農合基金管理制度上，要特
別強調嚴格的財務會計制度，對新農
合基金獨立建帳，封閉運行；加強監
督檢查和審計；推進支付方式改革，
把不合理的費用控制住；加快信息化
建設，通過互聯網的互通，減少跑冒
滴漏，杜絕假發票行為。同時，新農
合還採取了縣、鄉、村三級公示制度
，希望參合農民與社會輿論參與監
督。

對於農民工參與新農合的問題，

楊青表示，農民工可以同時在務工地
參與職工醫療保險，沒有限制。有關
跨省務工報銷，他表示有兩個措施解
決，一是農民工輸出地合作醫療管理
機構和輸入地的有關部門協商，確定
合作醫療的定點醫療機構，可以即時
報銷；二是衛生部正在建設新農合的
信息化系統，已經在一兩個省進行試
點。國家級平台和省級平台進行互聯
互通，農民工到任何一個跨省的醫療
機構就醫，其信息可以通過國家信息
平台互聯互通，這對下一步的報銷提
供了方便。

今年報銷比例將達75%
楊青表示，2012 年全國新農合參

合率將繼續保持在 95%以上，人均籌
資水平達到 300 元左右，其中各級政
府財政補助標準達到每人每年 240 元
。新農合政策範圍住院費用報銷比例
將達到 75%左右，最高支付限額不低
於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的 8 倍，且不
低於 6 萬元。今年將提高新農合對重

大疾病的保障水平，力爭使相關病種
實際報銷比達到70%左右。

此外，今年將探索商業保險機構
參與新農合經辦服務試點。楊青表示

，鼓勵有資質的商業保險機構經辦新
農合業務，還要在部分地區探索拿出
新農合基金的一小部分作為大病的補
充醫療保險，目的是抵禦大病風險。

廣東六項措施促就業
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官員27日在順德舉行的

全省就業工作座談會上表示，今年六大措施促就業，全年新
增城鎮就業 120 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就業 10 萬人，年內應
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90%以上。

2012 年將重點抓好六項工作：一是落實好扶企穩崗的
政策，千方百計穩定和拓展就業崗位；二是大力實施南粵高
校畢業生就業推進行動，切實推進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三
是實施區域勞動力轉移規劃，健全農村勞動力培訓激勵機制
，大力推進農村勞動力培訓轉移就業；四是深入推進創業帶
動就業工作，實施扶創業帶就業計劃，全年扶持10萬人創
業，帶動就業50萬人；五是着力提升公共就業服務效率和
水平，推進就業服務規範化、品牌化、精細化；六是探索建
立統一規範的人力資源市場。 （本報記者袁秀賢）

穗軌道交通延至南沙
廣州軌道交通四號線南延線規劃27日出台。據悉，該

交通規劃將有利於加快南沙開發建設，有利於落實廣東建設
南沙新區實施CEPA先行先試綜合示範區起步區。

據報道，廣州南沙區政府表示，該規劃初步設想出發點
是：推動南沙產業升級，推動核心灣區建設，完善南沙區域
交通，方便南沙島西部居民生活。

27 日，當地規劃部門明確，此南延線自地鐵金洲站起
，至南沙客運港站，全長 11.7 公里。值得關注的是，上述
交通線路途經的多個城市功能區，均涉及港資項目。

據了解，南沙慧谷部分已建設完成，重點項目有香港科
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山大學科
創中心等；東部新城商貿區現已建成南沙客運港、南沙香港
中華總商會、英東中學、南沙遊艇會等重點項目。

（中新社）

散布非典謠言 造謠者勞教2年

全國全國8.328.32億人參加新農合億人參加新農合

今天下午，在眾多媒體的見證下，隨着一輛黑色
別克車成功上牌後，深圳交警局正式宣布，深圳市汽
車保有量達到200萬輛，僅次於北京在全國排名第二
，機動車保有量排名第八。

「如果深圳所有的汽車首尾相接，可以從深圳往
北京排上兩個來回。」深圳交警局今日在發布會上打
了個比方形容目前的車輛密度。據了解，深圳市目前
道路總長6100多公里，按照200萬輛汽車來測算，車
輛密度已經突破300輛／公里，超過了國際上270輛
／公里的警戒值。若按每條道路雙向兩車道、每輛車
佔用6米長的空間計算，深圳所有汽車都開上道路，
全市道路將被佔滿。

近 20 年來，深圳汽車增幅相當迅猛。據統計，
1993 年深圳的私家車僅 2100 輛，2003 年底增至 18.9
萬輛。此後更進入高速增長期，直到今日突破200萬
輛大關。

車位供需矛盾突出
深圳交警局表示，汽車保有量大幅增長，也為深

圳城市建設與發展帶來了諸多困擾。其中在行車難、
停車難方面、道路交通抗風險能力脆弱、交通安全存
風險隱患等問題上尤為凸顯。據了解，在停車方面，
目前深圳市登記經營性的停車場共有 3338 家，登記
車位約 70 萬個，基本形成一個車位三輛車 「搶」的
局面，供需矛盾較為突出。

面對諸多困擾，深圳交警表示，未來將在智慧化
交通治理擁堵、提高用車成本、打擊黑車、優化交通
組織、引導綠色出行等八方面採取相關措施，其中包
括借鑒國內外先進管理理念和技術經驗，全面實施新
一代智能交通和推動各項緩堵綜合措施，提高交通科

學化，精細化和動態化管理水平，有效處置各類路面
發生的突發事件，遏制擁堵進一步加劇勢頭。

其中最受市民關注的當屬提高停車費的措施，不
少車主感嘆現在養車越來越難了。 「近幾年明顯感覺
內地車輛在急速增長，行車沒有以前順暢。」對於擁
有粵港兩地牌照且經常駕車北上的港人鄭先生來說，
他並不太在意停車費徵收標準，但他更關心行車擁堵

和停車位難找能否有所緩解。
有專家指出，深圳正面臨一個悖論，一方面日益

增長的汽車帶給深圳種種困擾的同時，也推動深圳經
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面，受客觀因素限制，政府需
要對車輛的增長採取限制措施。在種種困境前，怎樣
採取和落實措施讓市民最大限度享受改革開放的成果
，將考驗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位於廣州市番禺
區的大穩村是珠三角

地區有名的生態旅遊村，去年初，政府投入 1600 多萬元，
致力於大穩村發展生態旅遊業的各項基礎建設，將大穩村打
造成為具有嶺南水鄉特色的休閒旅遊觀光村。每到節假日，
遊客們來到這裡踩單車，遊綠島，欣賞田園美景，大穩村成
為珠三角地區都市人回歸自然、放鬆身心的好去處。上圖為
村裡具有嶺南水鄉特色的水上綠道；下圖為村裡的大嬸為遊
客演唱本地特色的 「鹹水歌」 。 新華社

【本報訊】據南方網報
道，27 日下午，廣州市人
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新一輪人
事任免，其中，張驥（見圖
）任廣州市副市長。 「空降
」廣州之前，張驥任職國家
商務部機電和科技產業司副
司長，今年 49 歲。他是繼
去年 8 月 31 日， 「空降」
副市長歐陽衛民之後，又一
位從國家部委 「空降」廣州
的副市長。

張驥，男，1963年5月
生，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專業研究生，工商管理碩士，歷任商
務部科技發展和技術貿易司副司長、商務部機電和科技產業
司司長兼國家機電辦副主任。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二十七日電】針對日前媒
體報道河北保定解放軍252醫院收治呼吸道感染病人
，衛生部新聞發言人鄧海華今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目
前發病的病例都是輕症為主，沒有危重病人，也沒有
死亡病例，疫情已經得到有效的控制。當地社區呼吸
道感染病例沒有發現異常增多。

鄧海華表示，經與解放軍總後衛生部核實，此次
疫情經過解放軍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實驗室檢測，已
經排除了SARS、甲流、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疾
病，確診為腺病毒55型引起的呼吸道感染。

腺病毒易在新兵兵營爆發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助理、衛生應急中心

主任馮子健表示，腺病毒是一種非常常見的人類病毒
，主要是導致呼吸道感染，病況與一般流感類似，如
發熱、咳嗽、咳痰、咽喉腫痛等。腺病毒血清類型很
多，這次疫情病人感染的 55 型不是一個新的病毒，
在 2006 年中國北方某省一所寄宿中學曾發生過。當
時有一例死亡病例，該病人有骨髓造血功能障礙的基
礎病。此次疫情爆發的病情比較輕，大部分患者都已
經康復，康復時間在一般流感的預期之內。

馮子健表示，腺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有一個特
徵，在一起居住的、比較集中的群體中特別容易傳播
，尤其是在新兵兵營裡容易引起爆發。它的傳播方式

主要是經過呼吸道飛沫和近距離接觸傳播。目前沒有
看到疫情在普通社區傳播的迹象，當地衛生部門呼吸
道疾病監測沒有發現異常。他表示，腺病毒並不屬於
法定報告級別的傳染病。

衛生部赴廣東調查丙肝
針對廣東省紫金縣爆發丙肝疫情的情況，鄧海華

表示，衛生部 24 日派出了由流行病學、實驗室檢測
、臨床和醫院感染控制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專家組，
赴當地協助開展調查處理工作。當前已經初步排除

了經由注射毒品、單採血漿、血液透析等因素引發
的傳播，具體的原因還在開展深入的調研和信息分
析。

鄧海華表示，丙肝的傳播途徑是血液、性接觸、
母嬰傳播。近年來，曾經發生過由於不安全的醫院透
析等引起的醫源性感染，衛生部門加大了監管力度。
同時，衛生部還對基層的醫療衛生機構醫療質量安全
問題提出了明確的要求，衛生部門將進一步加強對基
層醫療衛生機構，特別是村衛生室的醫療監管，通過
有效的監管手段來保證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

▲深圳汽車保有量突破二百萬輛，給城市建設與
發展帶來諸多困擾 黃仰鵬攝

▲下班高峰期，深圳濱海大道經常出現交通擁
堵 網絡圖片

▼停車難成為深圳車主的一塊心病
網絡圖片

原商務部司長空降羊城
張驥任廣州副市長

番禺發展生態旅遊業

▲二○一二年，內地衛生部門將進一步提高新農合籌資標準和保障水準，
全國新農合參合率繼續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資料圖片

▲成都春季特大型人才招聘會暨中高級人才洽談會近日
在成都舉行，招聘會提供崗位逾六萬個。圖為應聘者在
招聘會現場了解職位信息。 新華社

成都：春季招聘忙成都：春季招聘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