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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时
%&

分!全球最大太阳能

飞机"阳光动力
$

号#从南京出发!启程前往

美国夏威夷$ 按计划!"阳光动力
$

号%将经

夏威夷飞越太平洋&分航段横穿美国&飞越

大西洋&在南欧或北非某地停留!然后返回

起点阿布扎比$

"阳光动力
$

号%在中国的旅途一波三

折!在重庆滞留
$'

天!在南京停留
#

个多月

时间内一再推延出发日期$"阳光动力
(

号%

飞离南京的时间是
!

月初!但连绵阴雨却让

飞机的起飞时间一次次的延误$ 一位细心

的网友统计! 飞机先后六次变更了起飞时

间!一"延误%就是一个月!这些都"归咎%于

天气不适$ 作为一架仅有家用汽车"体重%

的大型轻体飞机!风力全程中可控&稳定实

在是太重要了$

)(

岁的飞行员安德烈'博尔施伯格面

临的艰险行程!将历时六天六夜$ 飞机不具

备自动驾驶系统!在这
*%%

个小时内!飞行

员每次休息时间不能超过
(+

分钟! 几乎是

不眠不休$ 若(睡过头#!机舱稳定增强系统

会自动报警$ 若(司机#不能及时醒来!飞行

将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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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白阳"

多种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将大幅降低)绝

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将被取消)民资将被鼓

励参与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投资**

+

月
*

日!多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规章制度开始施

行!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进口货$要便宜了

据财政部公告!自
()*,

年
+

月
*

日起!

我国部分服装&鞋靴&护肤品&纸尿裤等日用

消费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将下调!平均降幅超

过
,)-

$

在本次调整中!西装&毛皮服装等的进

口关税将由
*.#(/-

降低到
0#*)-

!短筒靴&

运动鞋等的进口关税由
((#(.-

降低到

*(-

!纸尿裤的进口关税由
01,-

降低到
(-

!

护肤品的进口关税由
,-

降低到
(-

$ 加上此

前几年为促进消费和改善民生已经实施低

关税的产品!我国已经降低了服装&鞋靴&护

肤品&婴儿食品和用品&厨房炊具&餐具&眼

镜片等多类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

不仅如此!我国近期还将陆续推出一揽

子旨在满足消费升级的改革举措!如增设和

恢复口岸进境免税店! 合理扩大免税品种!

增加一定数量的免税购物额等$

虚高药价有望回归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

+

月
*

日起

正式施行!我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

价!药品采购机制也将同步完善$ 这是我国

近
()

年来首次大刀阔斧地废除管制药价的

文件和措施!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

机制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根据意见!除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外!

其他药品政府定价全部取消$

()))

多种医保

基金支付的药品!将通过制定医保支付标准

管理)

())

多种专利药品和独家生产药品!将

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

格)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

的预防免疫药品&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药品和避孕药具!将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

形成价格$ 此外! 国家发改委还废除了
*++

个部分管制药品价格的文件$

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国家

卫计委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谈判的方

案! 在今年选择一些临床必需& 价格比较昂

贵&社会比较关注的重点药品开展价格谈判$

民营资本获得投资新领域

+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

法,将于
+

月
*

日起施行$ 这是国家发展改

委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促进社会资本参与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为民营资

本进入新的投资领域铺平道路$

据了解!目前很多民营资本在参与基础

设施和公用事业投资时都遭遇了 "玻璃门%

"弹簧门%"旋转门%的"三门%现象!极大阻碍

了民资参与的积极性$ 办法规定!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不得干涉特许经营者合法的经营

活动!特许经营者有获得补偿权和优先续约

权)鼓励金融机构与参与竞争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共同制定投融资方案!对符合条件的

项目!贷款期限最长可达
/)

年$

今年
,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

个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总投资
*120

万

亿元!涵盖水利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

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等领域!各类社会资本

可通过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股权合作

等多种方式参与建设及运营$

京沪地方新规剑指城市%顽疾&

除了国家层面的新规外!

+

月还有一批

备受关注的地方法规开始生效!为治理城市

"顽疾%提供了解决思路$

被称为 "史上最严 %的 +北京市控制吸

烟条例,

+

月
*

日起施行$ 北京全市范围公

共场所& 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及公共交通工

具内将禁止吸烟) 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

人群的场所&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

体育场& 儿童医院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均为

禁止吸烟区域) 违反条例将被处以个人最

高
())

元人民币& 单位最高
*))))

元的罚

款$ 据悉!这是目前国内与世界卫生组织制

定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最为接轨的一部

地方性法规$

上海自
+

月
*

日起将重拳整治违法搭

建"阳光房%&装修时打掉承重墙&擅自增加

隔间用于群租等现象!

,

类影响住宅安全和

正常生活秩序的违法违规行为将被纳入信

用信息平台进行管理$ 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

性质! 征信部门设置了从
2)

天到
,

年不等

的信用查询期限!始终未整改的违法行为则

可长期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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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

月
(*

日电 !记者王俊

禄"老人闹市区街头突然倒地!一位骑电动

车的青年不顾劝阻!伸出援手)路人有的送

水!有的撑伞!有的从家拿来枕头!众人接力

等来了急救医生)老人在上救护车前虚弱地

说了句"我自己摔的!没人撞我%**浙江台

州市黄岩区街头日前发生的暖心一幕!在当

地被传为美谈$

(+

日近中午时分! 黄岩城区方山路街

头!一位老大爷突然晕倒在地!旁边倒着一

辆自行车!车的后座上还绑着一箱黄酒$ 见

有人倒地!马上围上来一群人!但一时没人

敢扶$ 一位骑着电动车的小伙子路过这里$

他拨开人群!看到老人情况不妙!便当即给

*()

打了急救电话$

打完电话! 电动车小伙伸手想去扶他!

就听到有人叫他名字$ 抬头一看!是邻居阿

亮$阿亮劝他!摔倒的老人最好别去碰!万一

赖上怎么办- 到时候赔钱不说!搞不好还被

家属冤枉$ 也有人说"别做好事不成反被讹

了%$

小伙子想了想说!老人有危险!先救人

再说$他把老人扶起来!尝试和老人说话&掐

人中!但都没有反应$

看着小伙子在救人!围观的人群渐起了

变化!一些人也站不住了$ 有人喊了句.(这

么多人作证怕什么!先救人要紧$%有人开始

蹲下身帮忙扶住老人)有人去小卖部买了一

瓶矿泉水!给老人喂了几口)路边洗车店的

一位胖哥拿了一把遮阳伞来!撑在老人头上

帮他遮阳)还有家住旁边的市民跑回家拿了

个枕头!给老人垫头$

在大家的帮助下! 老人总算恢复了点知

觉$很快!救护车赶到现场!台州第一人民医院

的陈医生对老人进行了专业急救$ 老人醒了!

但还很虚弱$ 被抬上救护车时!忽然有些话从

人群中传出.(扶了不会被讹吧%(是不是骑电

动车的撞了人家%(等下家属会闹吗% **担

架上的老人似乎听到了!他翕动着嘴唇!说了

一句.(我是自己摔倒的!没人撞我**%

这句话声音很细微!有人把老人的话复

述了一遍$ 大家议论说!老人肯定是怕好心

人被误会!所以在这么虚弱的情况下!还要

努力说出这句话$ 据院方介绍!老人昏迷的

原因或与血压有关$ 家属们说!老人能及时

救助!多亏了大家帮忙$

*+!,-./0123'

嘱托路人作证!是自己摔的"

乡村娃的杂技童年
!! !

岁孩子栾豪豪在训练中!

!

月
"#

日摄"' 安

徽省颍上县三王村乡村杂技学校成立于
"$$%

年'

每年都有百余名农村孩子来到这里学习杂技'

刚来到这里的孩子都要从最基本的压腿(翻

跟头等基础训练学起) 练好基本功后大部分孩子

会离开学校) 过几年长大一些再回来学些杂技表

演动作)学得好就可以上台参与表演'

#孩子们到这里学习杂技是为了多一门 *手

艺+' 农村红白喜事也都会请一些杂技演员)这些

孩子长大后还可以多个赚钱的门路' $ 杂技学校

校长缪洪虎介绍说' 新华社记者 郭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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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一名乘客乘坐廉价航

空客机起飞前! 发现机场维修人员竟用胶

带粘贴引擎外壳$ 震惊中!这名乘客拍下这

一幕并上传互联网! 引发大量网友转发和

评论$

这最终被证明是虚惊一场$ 一些专家

表示!这种胶带为航空专用维修胶带!广泛

用于飞机维修!不会影响飞行安全$

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

月
"+

日报道!

这名乘客所乘飞机来自易捷航空公司$ 这

是英国一家廉价航空公司!主打低价&简洁

服务$ 这名乘客在飞机起飞前!通过机窗向

外看! 发现一名机场维修人员正在用胶带

黏合飞机引擎外壳!大为震惊$ 这名乘客随

后拍下画面!上传至互联网$

照片中!一名身穿荧光黄色背心的男子

正踩在梯子上! 戴着手套用一卷胶带仔细

黏合引擎前端接口处$ 不过!这名乘客没有

说明照片拍摄于哪家机场$ 这张照片引发

大量网友转发和评论$ 一些人表示担忧!并

质疑用胶带维修飞机会影响飞行安全$ 一

名网友在留言中写道.(这就是我不愿乘坐

飞机的原因$ %

针对照片引发的担忧!一些航空专家表

示!乘客不必惊慌!因为这不会影响飞行安

全$ 专家解释说!照片中的胶带并不是普通

防水胶带!而是航空专用铝箔胶带$ 虽然两

者看起来很像!但后者黏性要高出许多$ 这

种胶带广泛应用于飞机小型维修! 在航空

领域已使用多年$ 不过!易捷航空公司发言

人表示! 这次在引擎上使用胶带目的并非

维修!而是为了(美观%$

一些网友也替易捷航空公司(喊冤%$其

中一名网友写道 .(我曾在航空业工作多

年! 这种胶带可不是你们包礼物时用的那

种$ 你们从照片可以看到!维修人员戴着手

套!这意味着这种胶带可不是普通材料!不

能用手直接接触$ 我当飞机乘务人员时!还

看见过用这种胶带粘飞机门! 我现在还好

好活着呢$ %

胶带!粘"飞机吓坏乘客

!阳光动力 !号"昨晨开启飞越太平洋之旅
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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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释说)照片中的胶带并不是普

通防水胶带)而是航空专用铝箔胶带' 易

捷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这次在引擎上使

用胶带目的并非维修)而是为了%美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