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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外挤满了排队的食客。 市民品尝免费午餐。

李克强“全流程”考察现代家庭农场

李克强 7 月 24 日到山东德州陵县，“全流程”考察德强现代家庭农场。他深入田间地头，询问良种选取，察看
滴灌追肥，触摸智能测土配方施肥电子系统，了解各种大型农用机械功用。李克强说，现代农业需要三大支柱：以
农民自愿为基础，以现代技术为依托，以法律契约为保障。

据新华社电，联合国人权事务
委员会 7 月 24 日公布审议日本有
关落实《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规定第六次定期报告的结论
性意见，要求日本确保“慰安妇”问
题得到独立、有效和公正的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日
本在“慰安妇”问题上所持的矛盾
立场表示关切。委员会指出，日本
一方面承认日本军方在二战期间
违反“慰安妇”本人意愿，通过胁迫
和恐吓手段对她们进行征募、运送
和管理，另一方面又表示“慰安妇”
并非强制性的。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副主
席弗林特曼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认为要突出强调日本这一矛
盾立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
一立场似乎暗示在‘慰安妇’问题
上不存在真正的违反人权问题。”

弗林特曼表示，日本试图利用这一
立场将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变成
有争议问题。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任何违反受害者意愿的类似行为
都足以被认为是侵犯人权，日本方
面就此负有直接法律责任。委员
会同时对曾沦为“慰安妇”女性的
名誉遭攻击而再次受害的情况表
示关切，并指出部分攻击是由日
本公职人员做出的，另一部分攻
击则是受日本模棱两可的立场影
响而滋生的。委员会表示，受害
者向日本法庭提出的赔偿主张以
及寻求刑事调查和起诉的要求遭
拒，反映出受害者的人权在持续
遭到侵害。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
日本确保“有关日本军队在二战时
对‘慰安妇’犯下的性奴役行为和

其他违反人权行为的所有指控都
得到有效、独立和公正的调查，犯
下罪行的人受到起诉，被确定有罪
者受到惩罚”。委员会强调，随着
幸存“慰安妇”受害者人数的减少，
这一问题更加刻不容缓。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敦促
日本公布所有已获得的证据，并充
分告知学生和公众有关“慰安妇”
的全部信息，其中包括将这一内容
充分写入教科书。同时，委员会要
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公开道歉，
正式承担责任，并谴责任何抹黑

“慰安妇”受害者或否认事实的企
图。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
罗德利在记者会上说，委员会认为
日本应做出声明，完全、明确地承
担强迫“慰安妇”受害者遭受暴行
的全部责任。

联合国敦促日本确保“慰
安妇”问题得到公正调查

连日来，一则内容为“徐州真
的有那么一家提供免费午餐的餐
厅对外开放，而且绝对不收一分
钱”的微信、微博在江苏徐州坊间
流传，经媒体现场求证后发现这家
名为“雨花斋”的餐厅不仅提供免
费午餐，而且是“三菜一汤”绝对管
饱。对此，一些网友也表示好奇；

“这样的好事能坚持多久？”
7月 24日中午 11点半，位于徐

州闹市区夹河街的“雨花斋”餐厅
店外排起了一列列长龙队，此时店
内已经坐满了就餐的食客，其中上
至老人、下到幼童，每人端起大海
碗，香喷喷地吃着白米饭、素菜清
汤。“今天是第二回带着孙子来吃

‘免费午餐’，味道很好，而且老板
不收一分钱。”今年 74岁的徐州“老
户”王阿姨表示，自己第一次在市
内遇见提供免费午餐的餐厅，里面
的氛围似乎回到那个吃大锅饭的

年代。人群中，退休干部褚福银夫
妻带着小孙子来到免费餐厅捐赠
几幅书画作品，并以孩子的名义捐
了 500元现金作为支持该“公益事
业”。

“我们也需要经营成本，大部
分费用靠社会捐赠维持。如果过
来吃饭的人以感恩的心，出钱的出
钱，出力的出力，或者捐赠油米盐
等物资，免费午餐店就能干得更
长久。”据工作人员李尚林表示，

“雨花斋”作为一家素食公益餐
厅，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杭州
等 10余城市铺设达 40多家类似餐
厅，没有经济利益、交易买卖，均是
依靠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心资助形
成。

“免费午餐”被媒体关注后，在
网络、微博、微信等信息平台上，许
多网友也对其长久性表示怀疑。

据了解，“雨花斋”餐厅免费午

餐主要为一份米，三样素菜，一碗
绿豆汤，就餐时间从中午 11 点 30
分到 12 点 30 分。“很少见到这么
火爆的餐厅，短短 1个小时能吸引
那么多人。如果让我不花钱吃饭
肯定不好意思，吃完饭再捐点钱
才能感觉心理平衡些，我就不凑
热闹了。”采访中，路人王先生表
示，自己在店外驻足半小时始终
没进门，看到前来吃饭的人群大
部分都是携家带口的、下班午休
的，从他们光鲜的衣服穿着来看不
像生活十分困难，估计大家就是图
个新鲜。

对此，在餐厅服务的义工刘阿
姨显得十分大度，她说，所谓“进门
都是客”，每天爆棚、大概接待 300
多人，因为免费午餐就是传递慈善
接力棒的一种表现形式，白吃白喝
的背后本质是倡导大家怀有感恩
的心来不断回报社会。

徐州首家免费餐厅开张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尽管 2014 年的彩电圈到处迸
发着生机，但终究难抵当前彩电市
场整体需求饱和、销量下滑的大
势。不过，今年对彩电企业来说也
不都是坏消息。2014年，彩电业迎
来了 4K 电视的加速普及，在上半
年整体市场呈现销售量和销售额
双双下滑的情况下，4K电视增势强
劲。

4K电视产业发展至今，随着屏
体显示技术发展日臻成熟，消费者
的心理需求价格逐步提升、产品消
费价格逐渐下行，超高清电视的关
注度占比持续保持较高增长。据
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品调查
办公室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市面
上的 4K超高清电视已有超过 18个
品牌、55个系列、115款产品在售。

2014上半年以来，中外主流彩
电制造厂商集体发力 4K 电视市
场，并结合自身产品特点纷纷加大
对超高清显示技术的创新。

家电专家陆刃波指出，基于电
视独有的直播功能优势，要想达到
真正意义上的 4K效果，还需要 4K
片源拍摄及采编、4K信号传输、4K
内容的全产业链配合。

上半年彩电业难抵颓势
厂商集体发力4K电视市场

新华社昆明 7 月 24 日电
记者从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政府获悉，截至 24日 11
时，芒市“7.21”泥石流灾害造成
吕尹村户娜村民小组 15 人死
亡、5人失踪、7人受伤。目前，
人员搜救、伤员救治、道路抢
通、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正在
有序开展中。

21 日 6 时许，由于连日强
降雨，芒市芒海镇吕尹村户娜
村民小组发生泥石流地质灾
害。此外，由于连续强降雨，德
宏州其他地区也不同程度发生
泥石流、滑坡、洪涝等自然灾
害，并造成人员伤亡和较大财
产损失。21日 16时 20分许，山
洪暴发造成芒市五岔路乡 2名
村民死亡；23日 10时 30分许，
因房屋后山土坎倒塌、冲垮围
墙，导致梁河县芒东镇 1名村民
被埋死亡。

云南芒市泥石流
灾害已致15人死
亡5人失踪

7月 25日上午，民政部举行
新闻发布会。民政部新闻发言
人、办公厅主任张卫星介绍，截
至目前，今年以来各类自然灾
害共造成全国 1.2亿人次受灾，
533 人死亡，97 人失踪,直接经
济损失 1575.6亿元。

民政部将继续全力以赴，
密切关注各地灾害风险和灾情
发展，视情及时启动救灾预警
响应和救灾应急响应，及时商
财政部门安排中央救灾资金，
调拨中央救灾储备物资，帮助
灾区受灾群众做好紧急救助、
过渡性生活救助、倒损住房恢
复重建以及冬春救助等工作。

今年各类自然灾
害已致全国 533
人死亡97人失踪

近日，记者从农业银行获悉，
该行将加大对棚户区改造的信贷
支持力度，计划 2014至 2017年每
年安排一定棚户区改造专项信贷
规模，到 2017年末棚户区改造贷
款余额不低于 1000亿元。

农业银行积极支持棚户区改
造工作，并于 2013年专门制定了
《棚户区改造贷款管理办法》，针
对棚户区改造特点创新贷款审批
和担保方式，合理确定贷款期
限。按照该办法，农业银行根据
国务院棚户区改造发展规划，并
结合各地分行棚户区改造贷款实

际需求，每年将加大信贷规模的
倾斜配置力度，以保障棚户区贷
款业务快速健康发展。

在信贷支持棚户区改造的同
时，农业银行还积极提供多元化
融资服务，充分利用票据、委托贷
款、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和投资、理
财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助力棚户
区改造项目建设；对客户分类、项
目准入、贷款等实行一站审批、限
时办结，切实提高棚户区项目运
作效率。数据显示，截至 5月末，
农业银行棚户区改造相关贷款余
额超 300亿元。

农业银行加大棚户区改造支持力度

7 月 24 日，中央国家机关工
委印发《关于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6·30”重要讲话精神，进一
步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中央
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认真学习领
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持之以恒纠正“四风”和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推动党的作
风建设取得新成效。

《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
各部门在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期
间要严格执行八项规定，严禁用
公款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
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
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
费娱乐活动；严禁滥发津贴、补
贴、奖金和实物。全体党员干部

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要敢抓敢
管，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组织要加
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
行为，对查处的典型案例，要点名
道姓公开曝光。

《通知》强调，中央国家机关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组织要切实履
行好“两个责任”，深化落实八项规
定精神。要加强对党员干部贯彻
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的宣传教育，制
定针对性强、可操作的具体制度，
建立考核奖惩体系。既要做好长
期规划，又要做出阶段性的安排，提
出具体措施和目标。纪检组织要加
大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八项规定
精神的问题保持“零容忍”，近期要
对相关信访举报线索进行全面梳
理，及时查处违纪行为。

中央国家机关工委：

中秋国庆严禁公款送节礼

7月 24日，“2014中国薪福金
融高峰论坛”在西宁召开。人社
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主任马小丽在
论坛上表示，机关事业单位工资
制度改革提上日程，将改善、完善
公务员工资制度，探索公务员工
资增长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马小丽表示，人社部将继续
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调控和指
导，重点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
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改进国有企

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探索建立和
完善人工成本与薪酬调查及发布
数制度，建立最低工资宏观指导
和评估制度。

此外，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
度改革提上日程，主要是改善完
善公务员工资制度，探索公务员
工资增长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
革，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增长
机制不是说每年都会调高，是会根
据企业的效率，根据市场的需求，所
以工资才有高有低。”马小丽表示。

人社部官员:

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改革提上日程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 7月 24
日宣布，该公司一架从布基纳法
索首都瓦加杜古飞往阿尔及尔的
航班在起飞 50分钟后失联。

据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一位
管理人员证实，该公司 24日失联
的一架客机已坠毁。但他未说明
坠机地点及坠机原因。

据阿尔及利亚官方媒体报
道，这架编号为AH5017的航班在
起飞后不久与地面控制台失去联
系。当地媒体援引阿尔及利亚航

空公司一位主管的话说，机上载
有 119人。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已经开
展紧急行动应对航班失联。该公
司已在瓦加杜古和阿尔及尔设立
办事小组协调相关事宜。

新华社记者与中国驻阿尔及
利亚大使馆已取得联系，得知大
使馆目前已派人员前往相关机
构，以确认机上是否有中国公民。

阿尔及利亚航空公司总部位于
阿尔及尔，是该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阿尔及利亚航空一架客机坠毁

据日本媒体 7 月 25 日报道，
日本气象厅发布高温警报，日本
列岛当天依然处于高温天气。早
晨 东 京 市 中 心 的 气 温 已 超 过
27℃，预计中午时分的最高温度
将达 35℃以上。

24日，日本有 58个观察点的
最高气温超过 35℃。日本消防厅
的统计显示，24 日当天就有 735
人因中暑而被送医院救治，有 1

人死亡。
日本气象厅 25日表示，日本

全国依然处于高温状态，大阪和
名古屋的最高气温将达 37℃，京
都市和埼玉市、福冈市的气温为
36℃，东京市中心的气温也将达
到 35℃。

日本气象厅要求国民尽量减
少外出，并积极补充水分，防止中
暑。

日本酷暑致一天内700余人被送医

据朝鲜官媒朝中社 7月 24日
报道，朝鲜今年已经在咸镜南道
多地发现朝鲜战争时美军遗留的
数百枚尚未爆炸的炮弹。

报道说，朝鲜战争时期，美军
对咸镜南道多个城市进行了炮
击，让无辜的朝鲜人民的家园变
成了废墟，咸兴市曾在一天之内

被 580余枚炮弹袭击，就连医院等
人道设施也未能幸免。

今年 1月，金野郡曾经发现了
一枚 1 吨重的炮弹，定平郡发现
了一枚 150公斤的炮弹，咸州郡的
水路工程施工地发现了很多 100
余公斤的炮弹。

朝鲜称发现数百枚美军遗留炮弹

当地时间 7 月 23 日，运送
马航 MH17 遇难者遗体的车队
从荷兰埃因霍温机场前往希尔
弗瑟姆军事基地。

7月 23日为荷兰全国哀悼
日，这是 1962年荷兰威廉明娜
女王去世后的第一个荷兰全国
哀悼日。马航 MH17 航班空难
的第一批遇难者遗体于当日下
午从乌克兰空运回荷兰。包括
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王后
马克西玛和首相马克·吕特在
内的高规格迎接团在空军基地
迎接遇难者遗体“回国”。在荷
兰这个 1600万人口的国家，190
多人遇难让许多民众感同身
受。荷兰各大媒体用大篇幅刊
登遇难者照片，向死者致哀。

23 日，所有荷兰政府大楼
以及荷兰驻外机构都降半旗致
哀。在荷兰埃因霍温皇家空军
基地，17面国旗降半旗，它们代
表着 298位遇难者的国籍。下
午 3 时 48 分，一架澳大利亚空
军运输机抵达空军基地，这架
军机上装有 24名遇难者遗体。
随后，另一架装载有 16名遇难
者遗体的飞机抵达。

飞机降落后，1名号手吹起
为牺牲战士创作的挽歌——
《最后的岗位》，军人仪仗队肃
立敬礼。1分钟默哀后，荷兰军
人登上运输机，8 人一组将 40
个灵柩缓缓抬上在一边等候的
40辆灵车，其间王后马克西玛
几度哽咽。随后，警车护送灵
车开赴阿姆斯特丹东南的希尔
弗瑟姆军事基地，以便对遇难
者进行身份辨认，据说这一过
程将持续数月。在灵车行驶的
100公里路程中，成千上万民众
站在路旁目送，一些民众还往
车上抛鲜花，鼓掌欢迎亲人回
家。

荷兰举国哀悼坠
机遇难者
国王王后亲自迎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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