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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船税将分 7个梯度征收
据 京 华 时 报 我国车船税新政策将分
为 7个梯度按照排量进行征税，与现行政
策相比，排量在 1.
0升及以下的乘用车税负
减轻，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15
日，国税总局网站透露消息，国务院常务会
议原则通过车船税法（
草案）
，全国人大常委
会近期将进行首次审议。

专家指出，此次全国人大对车船税立
法，在实 现提 高原 税 法法 律级 次目 标的
同时，更 重要 的是 对 现行 车船 税税 制 进
行改革 ，使车 船 税的 征收 与乘 用车 的 排
量挂钩 ，从而 体 现出 鼓励 节能 减 排的 导
向。该专家表示，在他了解到的车船税改
革方案中，车船税新政策主 要体 现为 ，乘

用 车 将 分 为 7个 梯 度 按 照 排 量 进 行 征
税 ，其中 ，排量 在 1.
0升 及 以 下 的 乘 用 车
税负 减 轻，主 体乘 用车 车 型税 额适 当提
高，大排量乘用车税负则大幅增加。按照
不同 排量 实施 阶梯 式 征税 ，其目 的就 在
于鼓 励发 展小 排 量汽 车，引 导消 费者 节
能减排。

消息称，10月 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
船税法（
草案）
》。会议决定，
该草案经进一步
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有关专家表示，
10月 25日在北京举行
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
将首次审议车船税法草案。

日本右翼组织人员
到中国驻日使馆示威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 电 16日下

午，数百名日本右翼组织人员到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门口示威。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
当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已就此向日方
表明严重关切。
有记者问，
10月 16日下午，数百名日
本右翼组织人员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门口
示威，中国对此有何评论?
马朝旭回答说，中方已就此向日方表
明严重关切。
马朝旭说，我们敦促日方切实履行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的有关义务，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机
构及人员的安全。

救援人员在清理事故现场"

京港澳高速 10余车连环撞
事发安徽宿州
!人死亡
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安徽省宿州市
政府获悉，
15日凌晨发生在宿州市 桥区
苏湖村致 6人死亡、
1人重伤爆炸案成功
告破，公安部门查明这起案件为因婚恋纠
纷引起的以爆炸为手段的报复杀人案件。
据公安机关介绍，10月 15日凌晨 3
时 10分，宿州市公安局 桥分局杨庄派
出所接到杨庄乡苏湖村村民赵成电话报
案，苏湖村村民苏某家院外发现一爆炸现
场，现场有多人死亡。
安徽省、
市、
区三级公安机关经现场勘
查和对村民的调查走访，已查明该案是一
起因婚恋纠纷引起的以爆炸为手段的报复
杀人案件。犯罪嫌疑人张继柱 2008年与
本镇马湾村民王某相识。王某现年 33岁，
前夫因病死亡。今年 6月，
王某与苏湖村村
民苏某相识恋爱，并与苏某今年 9月登记
结婚。张继柱对此极为不满，
多次到苏某家
吵闹，
曾被苏打过一个耳光。张继柱 15日
凌晨 2时许翻墙进入苏某家院内。王某听
见狗吠，起床开门，见张继柱带一炸药包，
二人发生争吵。苏某闻讯出来，抱住张继柱
让王某快跑喊人。附近村民闻讯赶来时，张
继柱引爆炸药，致 3人当场死亡，另有 4人
重伤，
其中 3名重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 新 华 社 武 汉 %& 月 %$ 日 专 电 16
日早上 7时 25分左右，京港澳高速 1140
公里处湖北孝感段澳京方向因大雾天气引
发 10余车辆连环相撞，
目前已造成至少 8
人死亡、
23人受伤，
北向高速封闭通行。

河南一家 12口铊中毒
!
本报 综合消息 15日上午，
躺在郑大
一附院的病床上，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陶
立书一家 12口人才知道，他们 17天前遭
遇的集体食物中毒，原是十分罕见的“急
性铊中毒”。
目前，陶家已有 4人被院方下达了病
危通知书。怀疑有人恶意投毒的陶家家属
已经报警，中牟公安部门已经介入查办此
事。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铊及其化合物属
高毒物品，但目前市民可以通过网购等多
种途径随意购买。对铊及其化合物的监管
亟待加强。
15日下午 2时 15分，正在陪护中毒
者的陶国祥说，他们是中牟县刁家乡洗淘

四川邛崃残桥垮塌

残桥垮塌现场"
据天府早报
15日 12时 30分，位
于四川省成都邛崃市冉义镇原踏水桥残
桥部分发生垮塌，造成围观群众 2死 2重
伤。
村民蒲学明说，下江河的东岸共有 8
个村的村民居住，
西岸则有 3个村。每天，
西岸的村民们都需前往河对岸送孩子上
学、购物等。自从洪水冲垮踏水桥后，学生
们只能乘坐渡船通行，村民们一直担心着
孩子的出行安全。听说政府为了方便村
民，要在踏水桥垮塌的地方修一座便桥通

据湖北省交警总队高速支队介绍，
10
多辆车分为前后 5大堆连环相撞，由于目
前现场消防官员还在进行紧张拆卸工作，
伤亡人数还在统计中，已确定事故至少造
成 8人死亡。

据 新 华 社 济 南 %& 月 %$ 日 专 电 为
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山东省近日提出，
从事餐厨废弃物收运、利用和处理的企
业，应按照有关规定实行行政许可管理，
只有依法取得相应服务许可证的企业，才
有资格开展此项业务。
山东省近日出台加强餐厨废弃物管
理的相关意见，规定从事餐厨废弃物回
收、利用和处理的企业，需取得相应的许
可资质。餐厨废弃物应当实行密闭化运
输，运输设备和容器应当具有餐厨废弃物
标志，整洁完好，运输中不得撒落。
对于有的餐厨废弃物被私人收集运
往城郊农村直接用来喂养牲畜的做法，山
东省规定，禁止将餐厨废弃物交给未经相
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餐厨废弃物收运、处
置单位或个人处理，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
厨废弃物不得用于喂养牲畜。
为提高监督效率，山东省提出建立餐
厨废弃物 “档案”。餐厨废弃物产生、收
运、利用和处理企业要建立台账，详细记
录餐厨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用途等
情况，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
另外，山东还对“地沟油”进行专项
整治。

行。大伙儿觉得是好事儿，就想来看看施
工。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意外就在瞬间发
生：围观群众尹明清、杨健康不幸跌入河
中死亡，马亚锋、
韦光清受重伤。目前受伤
者都在医院接受救治。
下午 3时许，记者赶到现场。在发生
垮塌处，2名死者已被亲属用布掩盖，亲属
们在遗体旁燃烧冥纸为亲人送行。死者尹
明清的儿子尹学为伤痛不已。他怎么也想
不到，父亲只是过来看看便桥施工，却遭
遇如此意外。
在邛崃市第一人民医院，受伤较轻的
许时龙回忆起事发时那一幕。“当时我们
站在断桥的残余桥面上，看推土机施工。”
刚开始时，桥面并未发生任何意外。“看
着，看着，桥面突然就倾斜了。”还等不及
众人有所反应，断桥顷刻间便垮塌。

村农民，
9月 29日上午，同村的陶立书老
人一家多人陆续出现了发闷、胸口疼、无
力、肌肉疼等症状。至当天下午，陶家入院
者已达 12人，其中多人症状严重。
9月 28日中午，73岁的陶立书与女
儿、女婿及外孙、外孙女等家属 12人共进
午饭，吃的有猪头肉、米饭及多种自炒小
菜。因一直无法确诊食物中毒原因，陶家人
转至郑大一附院继续治疗。在该院检查、治
医院已给这名中毒者下了病危通知书"
疗期间，12人又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呕吐、
掉发、呼吸困难等症状，其中有 4人被郑大
一附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其他 8人病情 共 12人被毒倒。
也不容乐观，靠透析等维持生命。
15日，中牟县公安局有关部门负责人
陶立书的女婿吴志国说，这次包括他 说，
此案目前暂无法定性，他们仍在进一步
们夫妻两人、岳父在内，8个大人、4个小孩 调查中。

眩晕危险信号
脑萎缩、
目眩和头晕通称为眩晕，现实证 “定眩丸”能够保护“脑溢血、
明，眩晕对人体危害极大，如不及时治 痴呆”的发生、
而且眩晕患者常伴有的
疗，脑组织严重缺血、缺氧，最终形成 心惊失眠、耳鸣耳聋、手面麻木、潮热
脑血栓、
脑溢血、
脑萎缩、
痴呆。
盗汗、痰多胸闷、恶心呕吐、神疲倦怠、
由兰州佛慈集团独家生产 （国药 面色苍白、头疼健忘、易躁易怒、腰膝
准字号）“定眩丸”是专治各种眩晕 酸软、肢体震颤等症也都能得到治疗。
症的良药，
“定眩丸” 能对人体 “肝、“定眩丸”是 1
8味纯中药制剂，一般
心、
脾、
肾”进行全面调理，
使脑组织在 的眩晕患者服用一周见效，一疗程（5
每时每刻都能得到充足的、高质量的 盒）可康复。
血液和氧，
尤其对西医诊断为“美尼尔 指定销售单位:
北马路联生大药房 银河药店
氏综合症、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贫 利华大药房 开发区 :
金东大药房 福山 :
伟尔
血、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前庭神经元 药店 牟平!卫健堂 龙口!贞兰大药房 黄城 :
炎、更年期综合症、颈椎病、腰椎病、脑 贞兰大药房 蓬莱 :康源大药房
招远!瑞
震荡后遗症、化学物品中毒、脑动脉供 康大药房 莱阳:
爱心药店 海阳:
传渤大药房
血不足、眼屈光不正、劳累过度”等引 莱州:
康平药店
起的“眩晕症”具有显著疗效。同时 咨询热线! 7076010 市内免费送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