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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成立百年

3880萬君子蘭亮相長春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星期五

胡錦濤在賀信中指出，百年來，中華書局恪守傳
承文明職責，秉持守正出新宗旨，在一代又一代員工
的不懈努力下，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籍經典和學術
新著，受到廣大讀者的普遍讚譽和充分信任，為弘揚
中華文化、促進學術繁榮、提高民族素質、推動社會
進步做出了重要貢獻。

胡錦濤表示，我也是中華書局的一名忠實讀者。
中華書局出版的許多書籍，都給了我有益薰陶和深刻
啟迪。

胡錦濤強調，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
神財富，是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深厚基礎。希望
中華書局以成立百年為新的起點，大力推進體制和機
制創新，始終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出版方向，
繼續保持篤實謹嚴、精審細校的科學態度，不斷推出
更多代表國家最高水準的優秀出版物，在傳播中華民
族優秀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進程中再
創新的輝煌。

中華書局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今日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在大會發言中指出，
目前國際社會越來越關注中國和中華文化，這為中華
文化在更廣的領域傳播提供了有利契機。要打造具有
更多中國特色的知名出版品牌，推動更多高質量的出
版物走出去，不斷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力和影響
力。

香港聯合出版集團總裁、香港中華書局董事長陳
萬雄表示，中華書局在發展初期，就已經很重視在港
澳地區和東南亞國家華人世界的發展，中華書局對港

澳地區與海外華人的教育和文化的發展，也有很大影
響。當前，香港中華書局提出要打造成為在海外，以
弘揚中華文化為主要目標的、最重要的文化教育與出
版機構。

中華書局於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創立，創辦人
為陸費逵，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創辦之

初，中華書局主要承擔為改制學堂提供各類新教材的
任務。1957年，中華書局與古籍出版社合併，負責中
國古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學和各類歷史資
料的編校、整理、出版，其出版的各類古籍和學術著
作數萬種，成為國內外研究中華文化、歷史的珍貴資
料。

【本報訊】如果小偷用一根繩子，6
秒鐘就能打開鎖好的車門進行盜竊，你是
不是會震驚呢？近日，南京公安局棲霞分
局女刑警溫秀榮在她的微博上轉發了一條
小短片，短片的內容是一名男子花6秒鐘
用一根繩子打開鎖的車門的情景，引發
網友高度關注。溫警官表示，用繩子盜車
確實可能，但這是一門 「技術活」。她提
醒，車主在關門的時候一定要確保門關緊
才行，只要有一點點縫隙，小偷就有機可
乘。

「如此開車鎖，想必大家也被 『震』
了一下！！親們，您還敢把貴重物品放在
車上嗎？」日前 「南京女刑警V」的微博
轉發了網友 「Frankie范祺V」的一條微博
，令人震撼的是微博中一個貌似外國男子
表演用繩子開汽車門的flash短片。

在短片中，一位男子準備了一根長
度 1 米左右的細繩，繩子中間打了一個
活結；男子將繩子拉直後沿車門與車
身之間的縫隙把繩子卡進車內，然後雙
手拉繩頭來回拉鋸，將繃直的繩子一
點點往下移，等事先打好的活結套在車
門內側的插銷上以後，雙手用勁一拉，
把活結拉緊，拴住插銷，再向上一拎，
鎖車時被按下的插銷就拉了上來，而車
門也被打開。

溫警官透露，她當時在微博上看到這
個動畫的時候也非常震驚，連她也沒想到
一根繩子就可以成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
。為了求證這個方法是否真的可行，她也
諮詢了局裡的老刑警，師傅們告訴她，這
個拿繩子開車門進行盜竊的方法是存在的
，也完全是可行的。

如何防止自己的車子被人用繩開門？
溫警官提醒車主：下車關門的時候，一定
要檢查清楚車門有沒有關緊。有時候車門
確實是從外面拉不開了，插銷也按下去了
，但車門並沒有完全關好，沒有和車身緊
緊閉合，仍存在縫隙，只要有縫就給小偷
作案創造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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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22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官網發布《關於審理道
路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徵求意見稿）》
。意見稿針對實踐中的改裝車發生交通事故保險公司是否理賠、醫保
外的醫療支出是否應該獲得賠償等問題均做出了明確規定。對於醉駕
、毒駕傷人的情況，明確要求保險公司要予以賠償。

相關條款指出：有下列情形之一導致人身損害的，應當按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條的規定，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
保險責任限額範圍內予以賠償：其一是駕駛人未取得駕駛資格、醉酒
、吸毒、濫用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後駕駛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的；
其二是被保險人故意製造交通事故的。保險公司自向賠償權利人賠償
之日起，有權向被保險人追償。追償權自保險公司實際賠償之日起計
算訴訟時效。

胡總函賀再創輝煌

【本報記者薛鈐文深圳二十二日電】深圳市發展和
改革委員會、深圳市交通運輸委員會今日表示，深圳市
從今日零時起，將出租車的燃油附加費由原來的每程三
元調升至四元。純電動出租車保持不變。漲價後，深圳
市出租車成為全國收取燃油附加費最貴的城市。不少深
圳司機表示，雖然價格上調，但很擔心市民會拒絕為燃
油附加費買單。

去年 4 月，深圳市紅黃的士燃油附加費上調至每
次 3 元，不到一年時間，由於深圳紅、黃色出租車所
用的 93 號汽油價格再次上漲至每升 8 元。根據機制，
燃油附加費再次上調 1 元，漲為 4 元。記者調查得知
，因油價上漲，的士司機每天按加入 50 升汽油計算，
將多花費 25 元左右，每月的油費將至少多花費 1000
元。

司機憂生意難做
記者從深圳市客運管理處了解到，目前油價上漲暫

時未影響到的士公司收租。一位的士公司負責人向記者
透露，公司的運營也需要成本，暫時不會因為油價的上
調考慮降低每日收取的的士租金，漲價帶來的重擔需司
機自己承擔。不少司機向記者反映，生意更難做了，壓
力非常大。

深圳政府相關人員提示，近期油價上漲，私家車主
和深圳市民都可選擇方便環保的公共交通設施，此舉會
節省一部分生活開支。

在中華書局成立100周年之際，中國國
家主席胡錦濤致信中華書局表示熱烈祝賀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向中華書局成立100
周年表示祝賀。

【本報記者吳昊辰北京二十二日電】

▲中華書局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22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出席並會見與會
代表 新華社

【本報記者趙文博、實習記者戰楊長春二十二日
電】 「3880萬！」一株一尺多高、看似貌不驚人的君
子蘭，在中國長春君子蘭節眾多參展的君子蘭中，成
為全場最高價。

君子蘭原是產自非洲南部的一種野花，20世紀30
年代由日本引入中國。1984年，君子蘭成為長春市市
花。作為中國內地最早引入君子蘭的城市，長春人對
君子蘭有特殊的感情，家家戶戶都會養上一兩株。

有30年養蘭經歷的周鳳金老人告訴記者，這是
他第三次參展。在去年長春君子蘭迎春花展上，他只
帶了3盆君子蘭參展，參展的效益出乎他的意料，只
是賣花粉就賺了3萬多元。今年，他精心準備捧來了
一盤名為神七的天價金絲短葉君子蘭。 「我這盆蘭標

價3880萬元，參展不只是為了賣，還要以花會友。」
一株貌不驚人的君子蘭為何標出如此高價？周鳳

金介紹，神七這個新品種是通過多年雜交培育而成，
培育過程十分艱難，這個品種全世界僅此一株，每年
靠出售這株君子蘭花粉的收入就足有兩萬。 「這只能
說是心理價位吧，這株君子蘭品相純正，養到現在有
六、七年了，傾注了我很多的心血。標出這樣的高價
也是捨不得別人將它從我身邊買走。」周鳳金說。

本屆君子蘭節邀請的一位專家說， 「天價」君子
蘭具體價值多少錢，還要以實際售出價為準。標上
「天價」，一方面確實是養蘭人為此付出了特別多的

心血，心裡覺得它們值這個價。另一方面，也是為了
引起市民的注意，製造影響。通過一盆君子蘭，藉機

推廣和出售該系列的花粉、幼苗等相關產品。
在去年長春君子蘭花展上，一棵名為 「東方明珠

0號」的君子蘭標價9千9百99萬9999元，最後以100
萬元價格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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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22日批轉了《2012年深化
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其中
明確提出今年將 「適時出台中央和國
家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方案」，引
起廣泛關注。

1994 年，中辦、國辦聯合頒發
《關於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
的規定》，被認為是公車改革的啟始
。但迄今18年過去了，這項改革並無
實質進展。公車數量越來越多，車型
越來越豪華，速度越來越快，耗費的
財政開支越來越大，而 「公車改革」
卻遲遲上不了路。以致許多人感慨
「撼山易，撼公車難」。

根據財政部、發改委和國家統計
局的有關調研數據，全國公車總量為
200 多萬輛，每年支出約 2000 億元。
但很多學者估算的數額遠大於此。公
車使用效率僅為社會車輛的五分之一
，但每萬公里的運輸成本卻是社會車
輛的五倍。此外，還普遍存在超編
超標配車、公車私用虛開加油及維修
發票等現象，全國超編配車率達 50%
以上。 「車輪上的腐敗」飽受詬病。

雖然說，公車改革在個別地方也
進行了試點與探索，但效果並不理想
。如遼寧省遼陽市宏偉區的書記、區
長每年車補高達 7.6 萬元，僅此一項
甚至相當於當地一名下崗工人十年的
總收入，而改革之後一些官員仍然按
照舊有方式乘用公車。這一改革在輿
論一邊倒的斥責聲中被叫停。

改革遲遲打不開局面的原因其實
不難理解。誰來掌握方向盤，決定改
革向何處去。正如為什麼分配不好
「蛋糕」，因為攥刀叉的政府部門

，總是慣性地將大塊蛋糕放進自己的
盤子裡。政府官員是公車的既得利益
者，將希望寄託於政府的自我設計、
自我推動、自我約束上，而又缺乏外

在的公開透明的監督機制，其結果只能是 「換湯不
換藥，還是老一套」，甚至是假借改革之名將特權
合法化，將潛規則洗白。

當今時代，通訊、金融、互聯網都已經高度發
達，建設一整套規範的公車管理體制，包括安裝定
位系統記錄公車使用、通過銀行系統規範費用支付
等等，在技術層面已經完全沒有障礙。唯一的障礙
就是，政府官員不肯放棄特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政府的廉潔舉世
聞名，嚴格實行 「公車公用」。只給總統、總理和
資政配備專車和司機，其他高級官員包括副總理、
部長上下班和處理私事均用私車，外出參加公務活
動才乘坐公車，由政府僱用的司機接送。其他公務
員則只發給交通補貼。同是黃皮膚黑頭髮，新加坡
人能做到，為什麼中國人不行？公車改革進展緩慢
，沒有任何藉口。

這幾年，中央加大了公車改革力度，為此還成
立了專門的公車改革領導小組，由中紀委副書記吳
玉良牽頭。今次國務院批轉的《意見》，再次讓公
眾看到了一線希望。溫家寶總理在談及治理 「三公
」時說過， 「最根本的是兩條，第一條就是公開透
明，就要讓任何一項行政性支出都進入預算，而且
公開讓群眾知道，接受群眾監督，第二條就是民主
監督」。希望 「公開透明」與 「民主監督」能夠成
為有力的雙翼，讓改革飛！

【本報北京二十二日電】

深圳的士又加價
燃油附加費每程4元

▲天價君子蘭吸引眾多媒體關注 本報攝

最高法院醞釀釋例
醉駕傷人保險理賠

【本報訊】湖北省通城縣廣播電視局副局長徐某醉酒駕駛無牌轎車
回家時，被當地巡邏民警查獲，徐極不配合，打電話停掉了警用步話
機，還揚言開除處理民警女兒。目前，徐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已被
刑拘。

近日，一篇題為《幹部醉酒、假駕駛證駕駛車輛》的網帖，在多
個網站及微博上傳開。網帖稱，本月12日晚，通城縣廣電局副局長
徐某醉酒後用假駕駛證駕駛車輛，被通城縣公安局巡邏大隊查處。醉
酒太深的徐副局長說 「我又沒軋死人，幹嗎扣我？你們敢扣我，我馬
上停掉你們公安局的網絡」，隨後他通知廣電局將公安局網絡停掉，
還揚言，要將查處他的公安民警在通城廣電網絡公司（從廣播電視局
分出來的）工作的女兒開除，性質相當惡劣。

據知情人士透露，徐某被處理時非常囂張，曾指民警大罵，還
說自己與公檢法很熟。得知民警通過步話機通知同事前來扣車扣人時
，徐即場打電話通知停掉了警方的步話機，其間，他還推搡毆打民警。

該縣縣委宣傳部通報稱，徐當晚在該縣農業局開完會後，陪客人
吃飯完畢，自行駕車回家，但車子在途中發生故障熄火了。恰在此時
，巡邏警車路過，巡警下車 「幫忙」，發現車子無牌，且徐某滿口酒
氣，遂扣車扣人。後經酒精檢測，徐某血液酒精含量超標三倍。

官員醉駕被查 竟斷公安網絡公車改革怎麼這樣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