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汽车野新政冶将产生重大影响

记者 7月 24日了解到袁南沙区卫生
局对外发布了叶南沙新区医疗健康产业
发展促进办法渊征求意见稿冤曳渊以下简称
叶办法曳冤袁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遥 根
据该叶办法曳袁2015年起袁南沙区财政将
每年安排 500万元渊暂定 3年冤作为奖励
补助专项资金袁支持医疗健康产业重点
项目遥 此外袁南沙鼓励外籍尧港澳台具有
执业资质的医师在南沙新区社会资本

举办的医疗机构执业行医遥
叶办法曳提出袁自 2015年起袁政府财

政将每年安排 500万元渊暂定 3年冤作为
奖励补助专项资金袁 用于医疗健康产业
重点项目的重点学渊专冤科尧实验室建设尧
国际认证尧医院等级创建尧水电补助等遥
在投融资政策方面袁叶办法曳明确袁医

疗健康产业重点项目投资总额在 10亿
元以上渊含本数冤的基本建设项目袁按该

项目当年银行贷款总额逐年给予贴息补
助袁补助期为 3年遥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袁鼓励外籍尧港
澳台具有执业资质的医师在南沙新区社
会资本举办的医疗机构执业行医袁 其执
业注册审批按照广州市相关规定执行遥
南沙新区卫生行政部门将在自受理之日
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遥

据叶广州日报曳

港医执业审批仅 10天
南沙拟推新政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

中国政府本月出台了新能源汽车
野新政冶袁将产生多方面重大影响遥 分析
人士指出袁影响将涉及汽车行业尧电池
产业尧电力行业尧基建行业袁以及社会生
活等多个方面袁此外还将惠及外资品牌
新能源汽车遥

国务院近日印发叶关于加快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曳袁 提出 远个
方面 圆缘条具体政策措施袁 部署进一步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袁缓解能源和
环境压力袁促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遥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 野十二五 冶
渊圆园员员原圆园员缘年冤 确定的国家七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袁也是世界汽车工业发
展的必然趋势遥

根据 圆园员圆年 苑月国务院印发的有
关规划袁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
车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燃料电池汽
车袁混合动力车被划入了节能车范围遥

规划还提出了到 圆园员缘年纯电动汽
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累计产销量
力争达到 缘园万辆的目标遥

野中国将新能源汽车上升到国家战
略是必要的遥 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
究员陈清泰说袁野这有利于减少国家对
石油等能源的过度依赖袁提高国家能源
安全性袁 降低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
放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袁实现技术创新
发展遥 冶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怨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袁新能源汽车在上半年实现了生
产 圆园远怨圆辆尧销售 圆园源苑苑 辆袁同比分别
增长 圆援猿倍和 圆援圆倍的业绩袁 特别是产
销量已超过上年全部数量遥

有宏观经济研究者指出袁在中国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袁发展新能

源汽车行业将推动一些落后或过剩的
钢铁制造尧电池生产尧整车制备等相关
产业洗牌袁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遥

圆园员猿 年袁 中国汽车产销量双破
圆园园园万辆遥巨大的潜在市场对新能源汽
车有强劲的吸引力遥

多位专家指出袁电动汽车的发展符
合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袁充电设施将与
高速公路尧水电网络一样袁成为基本的
民生保障工程遥

北京市 圆园员猿年调查显示袁 有近四
成消费者因安装不了充电桩而放弃购
买电动汽车曰 在最终购车的车主中袁仅
有 圆园豫的车主在小区内安装了充电桩遥
北京市近期提出袁 在 圆园员源年内将建设
员园园园个公用快速充电桩遥

国家电网营销部副主任沈建新表
示袁政府部门的产业规划出台后袁还将
形成配套的充电站设施建设规划遥

分析人士认为袁中国未来或明确充
电设施建设的财政补贴细则袁出台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奖励办法和标准袁并
制定统一的充电价格和充电服务费指
导意见袁建立充电设施投资运营回报机
制袁以撬动社会资本参与遥

在中国袁公共交通中的燃油公交车
和出租汽车已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重
要来源之一遥占全国机动车总量 员援苑豫的
公交大巴和出租车袁耗油量和排放量均
占全国机动车的 圆苑豫遥

比亚迪汽车公司公关部经理杜国
忠表示袁在公共交通领域优先发展新能
源汽车袁对于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和治
污减霾袁可以起到野四两拨千斤冶的作
用遥

据测算袁 如将中国 员圆园 万辆出租

车尧缘园万辆燃油公交大巴都更换为纯电
动车袁一年可节省 猿源缘亿升燃油袁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愿苑猿苑万吨遥

中国新一届国家能源委员会首次
会议要求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
革遥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的美好家园是中
国政府对公民的承诺遥发展清洁的新能
源汽车是实现中国执政者这一治国思
路的重要方式之一遥

但是袁中国当前在新能源汽车技术
领域同发达国家仍有相当差距遥业内人
士普遍认为袁电池技术是发展电动汽车
最关键尧最昂贵也是最困难的部分遥 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董扬表示袁中国
的电动汽车发展需要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袁需要跨行业尧跨国别的合作袁政府应
当在技术上中立袁鼓励企业合作创新深
耕遥

苑月 员猿日公布叶政府机关及公共机
构购买新能源汽车实施方案曳明确了政
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 野新能源
化冶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袁指出到 圆园员远年
中央国家机关以及纳入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城市的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袁购
买的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总量
的比例不低于 猿园豫袁以后逐年提高遥

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
毅说袁如何让新能源汽车接地气尧实现
销量是新能源汽车最终推广开来的根
本遥在这方面袁公务用车是一个突破口遥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刚
教授表示袁新能源汽车产业应遵循野市
场主导袁政府增进市场冶机制袁政府紧密
结合市场需求开展野增进冶支持袁政策效
用才能最大化遥

来源叶新华网曳

7月 24日袁 记者从北京市市政市
容委获悉袁 年内全市设立在人行道上尧
距离地铁口和过街天桥近在咫尺的报
刊亭尧早餐车将被集中整治袁全部迁走遥
私搭乱建一律拆除袁超范围经营的将进
行处罚遥

近期袁北京多个部门联合对天安门
地区尧奥林匹克中心区等处的 150条主
要道路公共设施检查时发现袁不少报刊
亭设在地铁口尧过街天桥附近袁阻碍人
流疏散袁执法队共查处了近 300座报刊
亭遥

根据叶北京市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
施设置规范曳规定袁距人行天桥和人行
地道出入口尧 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尧公
交车站的人流疏散方向 15米范围内的
人行道袁不应设置报刊亭袁占地面积不

应大于 6平方米袁宽度 5米以下的人行
道不应设置报刊亭遥同时袁叶北京市文明
示范报刊亭标准曳规定袁报刊亭不得出
售烟酒尧饮料尧胶卷尧电池尧食品等遥

目前对报刊亭的管理单位众多袁反
而造成了管理不便遥市政市容委工作人
员表示袁 一座报刊亭有四个 野婆婆冶管
着院市邮政管理局尧北京邮政总公司尧报
刊零售总公司和区县零售分公司遥而对
报刊亭的整治则牵扯市政市容委尧工商
局尧城管局尧邮政管理局及各区县相关
部门遥

一些报刊亭经营者表示袁虽然知道
报刊亭不能售卖其他东西袁但现在报纸
杂志的买卖不好做袁所以必须开发野副
业冶维持生计遥

报刊亭搬走了袁 市民怎么买报呢钥

考虑到市民需求袁同时兼顾管理和城市
美观袁相关部门正进行新式报刊亭的研
究设计遥 新报刊亭将走小型化路线袁占
地面积比现有的法式亭更小袁不再使用
两边开门的方式开启袁并且将根据设置
地区的街景进行适当调整袁与周边景色
相统一遥 新报刊亭将进社区袁考虑引入
自动售报系统遥

据统计袁 全市现有各类报刊亭
2300余座袁其中接近 90%是顶棚为几何
状透明玻璃的法式亭袁参照法国报刊亭
的设计袁1999年以后开始投入使用遥 其
次为 1999年之前投入使用的木质结构
中式亭袁尚余 200座左右曰还有个别数
量的天坛亭袁参照天坛样式设计袁在北
京奥运会时期投入使用遥

据叶京华时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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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双休日袁读书不失为消暑的好方法遥
翻看最近获得的叶再见梅娘曳一书袁从目录上先
选了梅娘的外孙女柳如眉尧 女儿柳青悼念梅娘
的文章来读遥 不知不觉就被文中的内容深深吸
引袁窗外此起彼伏的知了鸣叫声都消隐书中遥

说来惭愧袁对于民国时期著名的作家梅娘袁
先前我并不知晓袁更遑论读梅娘作品了遥 再看被
我尊为良师益友的丁言昭也有 叶梅娘与我们家
的友谊曳篇章在其中袁于是先睹为快遥

读言昭老师笔下描述的梅娘与丁家往来的
情景袁有如听邻家大姐姐叙述家中曾经的故事袁
近距离感受她的亲切温婉袁 又被她娓娓道来的
故事感动遥

梅娘的真实名字孙嘉瑞袁 言昭老师称其为
野孙阿姨冶遥 出生于海参崴的梅娘是在吉林长大
的曰 作者的父亲丁景唐出生在松花江边的吉林
市遥 因为他们有野大同乡冶这层关系袁作者以野信
件往来冶起篇院野耶孙阿姨来信了爷袁我拿着信袁兴

奋地奔上三楼交给正在看书的爸爸遥 耶快袁快拿
把剪刀爷爸爸说着放下手中的书袁急急地说着遥 冶
父女俩阅读梅娘来信的急迫心理袁 寥寥数语已
尽情展露遥 作者讲述院孙阿姨的信袁篇篇都是精
彩的散文袁 爸爸收到孙阿姨的信总是用时下流
行的野悦读冶形容袁两位野赶潮冶的老人袁年轻活泼
的心态尧经年积累的友谊跃然纸上遥

言昭老师以野有问必答冶作为第二章节袁追
忆梅娘给予她为民国女作家作传记的无私帮
助遥 作者尤其提及与梅娘通信是写作叶关露传曳
起始的袁 为了解关露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在沦陷
区从事文学活动的一些细节袁 而梅娘的丈夫柳
龙光是位有影响的作家和记者袁时任野东北作家
协会冶会长袁与关露有过接触遥 作者怀着忐忑的
心情鼓足勇气向梅娘寄出第一封信袁 因为柳龙
光年仅 31岁就遇难了袁很怕触痛她内心深处的
伤心往事遥 不久袁就接到梅娘的来信表示野不愿
意不回答你的询问噎噎冶袁 还寄赠一张老照片袁

将照片上密密麻麻的人一一标注出来袁 让作者
能更全面地了解关露在北京活动的情况遥 一来
二去地纸墨传情袁 作者与她的孙阿姨成为忘年
交遥 作者看照片上的梅娘袁野那浓密的每一根头
发里袁 都能读到她那辉煌的过去和心酸的故
事冶遥 非常传神袁一语道尽梅娘这位出身贵族世
家尧闻名文坛尧涉嫌野汉奸冶尧沦为野右派冶的沧桑
人生遥

有人用野出土文物般的作家冶形容梅娘袁固
然是对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价值的肯定袁 但读了
言昭老师笔下的梅娘后袁 我觉得这样的形容似
乎并不贴切遥 言昭老师的笔下袁梅娘离我们并不
遥远和野古董冶袁她不仅笔耕不辍袁而且洋溢着那
种对生命美好意义的追求遥 在第三章节袁野首次
见面冶也是最后一章中袁言昭老师以一个场景生
动地描写了她首次见到的梅娘院 这天老报人成
舍我的女儿成幼珠与梅娘在一起袁 成阿姨上着
白底小花衫袁下穿洁白西装裤曰孙阿姨则黑与白
上下相搭遥 作者打趣野你们俩就好像一对快乐的
姐妹袁难得聚一聚袁穿得山清水秀袁好开心啊浴 冶
一句话袁逗得俩人一个仰天笑尧一个俯首笑遥 瞬
间就迸发阳光总在风雨后的那种灿烂和美丽遥

野我与孙阿姨是首次见面袁也是最后一次见
面噎噎冶文中最后这句袁言犹未尽处说尽了梅娘
人生无尽的事袁亦寄托作者深深地情思遥 读者的
我袁心中有感动尧有共鸣升腾噎噎

第一次看见众马奔涌袁是在贺兰山脚下遥 只
见一阵由无数马匹组成的巨浪袁 铺天盖地的从
那黄褐色的山脚下奔涌而来袁 以咆哮着的滚动
浪头向前行进遥 无数高耸起的马头仰天长啸袁似
一阵阵领头扑岸的巨大浪头袁迅疾前来袁越来越
快袁越来越猛遥 等到马群从我身边奔涌而过时袁
我看见的就是一排排长浪袁 由马背和马臀组成
的起伏有致的波浪袁舒展着袁一浪接着一浪袁像
极了波涛翻滚的海面遥

著名作家贾平凹曾经说过袁野中国的西北是
世界上黄土最发育的地区冶遥 在这块黄色的厚土
上袁不仅繁衍了中华民族袁起源了民族的文化袁据
我所知袁也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袁马的发源地遥 早
在西汉时期袁西北的金城袁天水袁陇西等郡所产的
优质马匹就已被政府军征用袁 专用来训练骑兵袁
称为骑士遥 那时西北的人们将马称为龙马袁龙是
中华民族的图腾袁 具有至高无上的象征意义袁人
们将龙和马合在一起称呼袁说明了当时马对人类
的重要性遥 我站在这块黄色的厚土地上袁面对从
面前奔涌而过的马群袁至今都没法形容当时给我
的惊骇袁而站在我身边军马场的老甘却见惯不惊
的模样遥 他指着奔涌的众马对我说院野駻突袁駻
突浴 冶駻突袁即指马性凶悍袁也指马凶貌悍遥

我的父母亲于五十年代去了大西北袁 我成
年后年年去西北探亲袁 也就和贺兰山脚下养马
场的老甘成了好朋友遥 老甘其实年纪并不大袁三
十都没出头袁因他老是尊敬地喊我大哥袁我也就
喊他老甘了遥 老甘高中文化袁本可以在政府机关
谋得一清闲袁但老甘没有去袁甘心去了养马场袁
成了一名专职驯马人遥

谈起马袁老甘有说不完的话遥 老甘看着如潮
水般奔腾起起伏伏的马背袁手却指向了贺兰山遥
老甘说袁望山跑死马袁跑吧袁今天可是我的黄骠
马领头遥 我知道袁黄骠马是老甘最喜爱的马袁全
身呈淡黄栗色而鬃尾等毛色近于白色的马袁今
名野银鬃冶或野银河马冶遥

老甘的手指向了贺兰山袁 我的目光也就望
向了贺兰山遥 贺兰山袁称阿拉善山袁蒙古语的野贺
兰冶袁意即野骏马冶遥 贺兰山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北边境和内蒙古自治区接界处袁南北走向袁长
200多公里袁 宽 15至 50公里袁 同名主峰渊3556
米冤 在银川市西北与内蒙交界处遥 老甘是蒙族
人袁在老甘眼里袁贺兰山就是一匹扬鬃撒蹄的骏
马遥 老甘说他曾攀登上贺兰山的主峰袁那时袁他
的感觉好极了袁贺兰山就是他胯下的坐骑袁老甘
最后对我说袁策马贺兰山袁爽啊遥

老甘是一个养马人袁更是一个驯马人遥 老甘
的父辈袁 祖辈在贺兰山当地都是闻名遐迩的驯
马人遥 叶淮南子窑说林训曳曰院野马先训而后求良冶遥
叶列子窑黄帝曳 曰院野虽虎狼雕鹗之类袁 无不柔训
者遥 冶老甘和他的父祖辈一样袁看见马就兴奋得
不行袁而马看见他们就俯首帖耳遥 老甘说他愿意
和他的父祖辈一样袁为训马奉献自己的一生遥

我没看见过老甘骑马袁 老甘说我不想在你
面前炫技袁 你探亲待时间长了自会看见遥 我渴
望看袁我知道老甘有几匹极其钟爱的马袁一匹是
全身黄栗色的黄骠马袁 一匹是有磷状黑斑文的
青色马袁一匹是青黑色有如棋盘格子纹的马袁一
匹是有着暗色毛而面额白色的马袁 老甘说这几
匹马都是闻名世界的良马后裔袁 他根本舍不得
骑遥 但我终于有一天看见老甘策马在贺兰山脚
下了袁老甘骑坐在一匹身子光溜溜的马背上袁没
加鞍辔袁嘴里喊叫着什么袁做着奇怪的手势袁我
知道这是老甘在训马遥 断乳以前的小马叫 野哺
乳驹冶袁1 岁以内的小马叫野当岁驹冶袁调教期间
的叫野育成驹冶遥 老甘早就告诉过我这些名词袁
但我没有记住遥 我的脑子里只是出现了令狐楚
的叶少年行曳院野少儿边州惯放狂袁驏骑蕃马射黄
羊遥 冶

纸墨传情长留心间
要要要读丁言昭叶梅娘与我们家的友谊曳

策马贺兰山 孟新海

又是风吹来院野高价回收袁彩
电尧冰箱袁洗衣机尧微波炉噎噎冶

彩电跟了我们很久袁像一个孩
子 袁风会把它带走袁带的很远袁一
个不认识的地方遥

没见它落泪袁 也没见我们落
泪袁好像又嫁一次 钥

电脑天天帮我们豪游袁也逃脱
不了变卖的命运遥

此去一定是穷人家袁无论夏天
的风袁秋天的风袁一样潮湿遥

看来袁 喜新厌旧还是有市场袁
要不怎么天天有野高价冶回收钥

其实就是贱卖尧贱卖遥 只是苦
了不会言语的电器遥

小草尚无言遥 怕就怕哪一天我
们自己被回收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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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浦东世纪大道旁的上纽大大楼已挂上了野上海纽约大学冶的招牌袁标志着上纽大校区大楼建设已经基本完成袁有望
9月份新学期投入使用遥 据叶浦东时报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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