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用自己的一条腿
挽回了老婆婆的一条命

新华社电 ２０１７上半年 ， 全
国机动车和驾驶人数量保持较快
增长， 机动车比去年底增加９３８
万辆， 机动车驾驶人增加１３８１万
人。 这是记者１１日从公安部交管
局获悉的。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 截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
量达３．０４亿辆， 其中汽车２．０５亿
辆 ； 机动车驾驶人达３．７１亿人 ，
其中汽车驾驶人３．２８亿人。

２０１７年上半年机动车新注册
登记量达１５９４万辆， 略高于去年
同期水平； 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达
１３２２万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全国有４９个城市的汽车保有
量超过１００万辆， ２３个城市超２００
万辆 ， 北京 、 成都 、 重庆 、 上

海、 苏州、 深圳６个城市则超过
了３００万辆。

自２０１６年下半年以来， 全国
私家车月均增加１６４万辆， 保持
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６月底， 我
国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１．６８亿
辆 ， 其中私家车就达到 １．５６亿
辆。 此外， 截至６月底， 全国载
货汽车保有量达２２７３万辆， ２０１７
年上半年载货汽车新注册登记量
达１５６万辆， 为历史最高水平。

在驾驶人方面， 驾龄不满１
年的驾驶人有３２１７万人， 接近驾
驶人总数的９％。 全国有１６个省
区市的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１０００万人， 其中广东、 山东、 江
苏、 河南、 四川、 浙江６省驾驶
人数量超过了２０００万人。

上半年全国新增机动车938万辆

砥砺
奋进的 年55

感受民生新变化：住得更舒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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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广东省财政厅近
日印发 《关于开展整治潜入地下
公款吃喝工作的通知》， 在全省
范围内开展潜入地下公款吃喝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 通过进一步规
范公务活动支出， 加强制度建设
和监督检查力度， 遏制由地上转
地下、 由公开转隐秘的公款吃喝
行为。

据介绍， 此次整治将聚焦三
个方面： 一是违反国内公务和外
宾接待管理规定， 擅自提高接待
标准， 超陪餐人数安排工作餐，
提供鱼翅、 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
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 提供
香烟和高档酒水 ， 使用私人会
所、 高消费餐饮场所等违反规定
用公款大吃大喝行为。 二是违反
差旅费、 会议费、 培训费和因公
出国经费等管理规定， 在出差期
间违规用公款支付的宴请， 借会

议、 培训名义组织会餐或安排宴
请， 在会议费、 培训费中列支公
务接待费等在单位账目中变相支
出公款吃喝费用。 出访团组违规
组织无必要的宴请或宴请未连同
出国计划一并报批， 出访团组与
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和其
他中资机构、 企业之间用公款相
互宴请等。 三是违反国内公务和
外宾接待管理规定 ， 在单位食
堂、 培训中心或机关内部接待场
所用公款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
招待私客， 套取公款， 借机发放
单位福利或赠送土特产品等。 同
时， 加大对部门下属单位的整治
力度， 遏止上下级单位之间违规
宴请， 下属单位接受有关单位、
企业宴请， 在非税收入中坐支接
待费用， 以及主管部门以公务名
义向下属单位转嫁、 摊派公款吃
喝费用等行为。

广东专项整治公款吃喝“潜入地下”

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 ， 7月17日起 ，
铁路部门在各省会及计划单列市
所在地的27个主要高铁客运站，
推出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
务， 为旅客提供更多品种、 口味
的餐食服务。

据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 开展动车组列车互联网
订餐服务， 是中国铁路总公司深
化铁路运输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推出的又一服务新举措。 铁
路部门针对旅客多样化、 个性化
的旅行服务需求， 引进社会品牌
餐食， 充分发挥 “互联网+” 优
势， 进一步丰富动车组餐饮品种
结构， 为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
更好的服务。

7月17日起， 乘坐G、 D字头

的动车组列车出行的旅客， 可以
通过12306网站 、 手机APP等方
式预订， 既可以订所乘列车餐车
供应的餐食， 也可预订沿途供餐
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 此次试
点的供餐站共27个，主要是上海、
天津、广州、南京、杭州、西安、沈
阳、长春、武汉、济南、福州、厦门、
长沙、成都、重庆、兰州等省会及
计划单列市所在地高铁客运站，
旅客订餐成功后， 铁路站车服务
人员会把餐食送到订餐旅客指定
的车厢和席位。

该负责人表示， 铁路部门本
着开放合作、 许可经营的思路，
向社会餐饮企业开放铁路互联网
订餐平台， 符合规定的餐饮产品
均在12306网明码标价 ， 供旅客
选择。

铁路部门推出动车组列车网络订餐服务

新华社电 成渝铁路重庆荣
昌段日前发生感人一幕： 为救下
一名正在横穿铁轨的老人， 荣昌
火车站值班员徐前凯奋不顾身跳
下列车，将老人推出轨道外，自己
却因来不及躲避， 右腿被火车轧
断截肢。

事发后，荣昌区委、区政府高
度重视， 安排相关医学专家全力
救治徐前凯。 重庆车务段党委办
公室主任冯勇介绍， 后期将为徐
前凯安装假肢， 所有医疗费用由
单位按规定支付， 相关部门也正
在为他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７月１０日，记者从徐前凯的主
治医师处获悉： 徐前凯已于当天
上午转入当地医疗条件较好的荣
昌区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生
命体征平稳， 饮食睡眠基本恢复
正常。

几天来， 徐前凯的伤情牵动
社会各界的心， 许多群众前往医
院探望救人负伤的英雄， 爱心人
士送来的鲜花和慰问品堆满了护
士站。 荣昌火车站等多个单位向
徐前凯送去慰问金， 一些民间人

士还自发给徐前凯捐款。
面对社会各界的爱心捐款 ，

徐前凯本人和家属均表示婉拒。
徐前凯的父亲徐荣贵说：“我们救
人，是做了我们认为该做的事情，
不是为了别人的捐赠， 更不是以
此来博得什么回报。”

７月６日下午３点左右，徐前凯
正在荣昌火车站进行调车作业，
火车徐徐进站， 一位老婆婆却突
然出现在前方不远处的铁道线
上，眼看就要被卷入车底。徐前凯
立即按下停车键， 同时大声呼喊
并吹响鸣笛警示， 老婆婆却没有
反应。

危急时刻，徐前凯跳下列车，
奋力奔向老婆婆， 伸手将她往外
拉。老婆婆被吓得愣住，徐前凯手
一滑，没能将她从轨道中拉出来。

火车逼近，千钧一发。徐前凯
再次尝试。他右腿踏进轨道，抱住
老婆婆 ， 用尽全身力气向外推
……老婆婆被推出轨道得救了，
而徐前凯却重重摔倒在地。 来不
及躲避的他， 车轮从他的右腿上
碾压过去。

现场监控显示， 从徐前凯跳
车到把老人推开，整个过程仅仅５
秒钟。

面对匆匆赶来的父母， 徐前
凯表示：“当时来不及多想，救人，
就这么简单。 一个老人家一个长
辈，我应该尽自己能力去救她。这
是我应该做的，只要把人救出来，
我心里就踏实了。”

事后， 被救老人来到徐前凯
病床前，跪地表示感谢。徐前凯这
才得知，老人耳背且腿脚不灵活，
当时为抄近路横穿铁轨回家。徐
前凯说：“如果时光重来， 我还会
冲上去。 我知道这可能给自己带
来极大的危险， 但我是一名退伍
军人、一名共产党员，那一瞬间我
不能袖手旁观。 我要有我的责任
和担当。”

２９岁的徐前凯是重庆永川
人，２００５年参军，２００８年退伍后进
入遵义车务段工作，去年３月调入
重庆车务段荣昌火车站， 任车站
值班员，后担任工班长。由于工作
成绩突出，２０１７年春运荣获重庆
车务段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安居才能乐业。 让百姓住得
舒 心 ，既 要 大 处 着 眼 ，也 要 小
处着手。

五年来， 我国不但在保障住
房困难群众“有房住”上下工夫，
努力满足他们的社会公共服务需
求，而且从厕所改造、“城市病”治
理多角度入手， 打造城乡宜居环
境，让城乡居民住得更加舒心。

保障性安居工程“兜底”
保安居

居住在北京大兴区高米店家
园公租房小区的鲁女士了却了一
桩心事： 女儿率先享受到子女就
近入学政策， 入读首师大附中大
兴北校区小学部。

“孩子上学是件大事，公租房
住户也能享受就近入学政策，给
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鲁女士
难掩喜悦之情。２０１６年北京市保
障房中心持有的１６个公租房项目
中，有１９９名承租家庭适龄子女实
现了就近入学。

从保障住房困难群众的基本
住房需要， 到努力满足他们对社
会公共服务的需求， 我国保障性
安居工程扎实推进， 保障房成为
真正的“暖心房”。

我国为满足特定群体的基本
住房需求建设了各类保障性安居
工程。“十二五” 期间我国建成保
障房约４０００万套。“十三五” 规划
提出， 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将完
成２０００万套， 基本完成城镇棚户
区和危房改造任务。

截至２０１６年底， 已有１１２６万
户家庭住进了公租房，城镇低保、
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实现了
应保尽保， 住房困难家庭居住条
件有了很大改善。未来３年，还将
有１５００万户居民实现“出棚进楼”
的梦想。

改厕革新古老乡土生活
方式

蚊蝇肆虐、 污水横流的旱厕

曾是农村厕所的一般 “范式”，改
厕使农村居住环境得到大幅提
升， 成为乡村生活方式转变的有
力注脚。

在山东省荣成市俚岛镇杨家
山村王淑华的家里， 厕所墙面和
地面都铺着白瓷砖， 带盖的马桶
洁净光亮 ， 不但闻不到一点臭
气， 还具备高压水冲式性能， 极
为节水。

“这个马桶方便卫生， 没味
儿， 蚊虫苍蝇也少。” 王淑华说，
以前的旱厕太矮， 老人蹲下去就
起不来， 孩子看见裸露的厕坑也
感到害怕。 全村６４户厕所免费进
行改造后， 村里干干净净， 焕然
一新。

农村厕所污水占生活污水比
例不大， 但污染程度占生活污水
污染的９０％。既改厕所的“面子”，
也改厕所污水后段处理的 “里
子”，才能有效解决农村主要污染
源，解决农民最迫切的需求，让农
民居住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记者在荣成寻山街道夼子河
村看到， 村里每５－６户就安装了
一套户型污水处理器， 实现了洗
澡、洗衣、洗菜、厨房及厕所污水
的一体化处理。

“以农村厕所污水治理为第
一目标梯次推进我国农村污水治
理，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农村厕所污水
治理率要达到７０％以上的目标。”
住建部总经济师赵晖说， 当前重
点是做好改厕及厕所污水后端处
理，即黑水治理。在此基础上，稳
步推进包括厕所、厨房、洗浴等在
内的农村污水整体治理。

“补短板”使城市生活和
谐宜居更美好

雾气环绕， 白鹭飞翔……景
色宜人的东岸湿地公园是海南省
三亚市现存最大的淡水湿地。可
在建设前，这里只是一片臭水塘。

“水清了，环境好了，住得更
舒心了。”从黑龙江移居三亚已近

十年的赵秀兰对记者说。 以前三
亚的一些绿地会被用去盖房子、
搞商业， 而这两年生态环境变化
大，她可以去市民果园遛遛弯，还
可以去红树林生态公园呼吸新鲜
空气。

赵秀兰所感受到的生态环境
的改善正是城市“双修”给三亚带
来的变化。 三亚于２０１５年被住建
部列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首
个试点城市———以治理内河水系
为中心，修复城市生态体系；以打
击违法建筑为关键， 破解城市修
补难题；以强化规划管控为重点，
优化城市风貌形态。

我国正处在向城市社会转型
的关键期， 但一些城市的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出现“短板”，距离绿
色、低碳理念差距大，由此引发城
市内涝、水体黑臭、交通拥堵、“马
路拉链”等一系列“城市病”。

２０１５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提出， 要加强对城市的
空间立体性、 平面协调性、 风貌
整体性、 文脉延续性等方面的规
划和管控， 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
环境 、 文化特色 、 建筑风格等
“基因”。

２０１５年我国启动了地下综合
管廊、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探索城
市转型、科学发展。截至目前，“海
绵城市” 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面
积４２０平方公里， 完成投资约５５０
亿元。２０１７年福州等１９个城市又
被公布为第二批“城市双修”试点
城市。

城 ， 所以盛民也 。 望得见
山、 看得见水的生态城市建设将
为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
获得感。

据新华社

———重庆２９岁小伙舍己救人事迹感动社会

新华社电 贵州省环保厅近
日公开发布２０１７年首批３１９家环
境保护失信 “黑名单”， 以加大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督
促相关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法
律义务和社会责任。

本次公布的３１９家环境保护
失信黑名单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
是２０１７年上半年贵州全省环保系
统直接查处的， 特别是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期间督察组交办的重点
环境违法案件 （企业）， 包括重
大行政违法、 实施查封扣押、 停
产限产和移送行政拘留以及涉及
环境刑事犯罪等共８６家环境违法

企业。 其中重大行政违法４７家，
查封扣押１２家， 行政拘留１６家，
停产限产９家， 环境违法刑事犯
罪２家； 二是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被
环保部和省环保厅限期整改和注
销资质并纳入不良行为记录的环
评机构和环评工程师， 其中被环
保部纳入不良行为记录的环评机
构１５４家、 环评工程师７０名、 被
贵州省环保厅直接纳入不良行为
记录的环评机构９家。

目前， 贵州省环保厅已将失
信企业、 环境服务机构的黑名单，
环评机构、 环评工程师不良行为记
录名单在其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布。

贵州发布319家环境保护失信“黑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