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京华时报消息 12 月 24 日中午 12 时 07 分，河

北丰宁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门前，一男子驾驶一辆黑色

吉利轿车飞驰而过，撞倒多名放学回家的学生。 23 人被

送医院，其中 13 人住院治疗，3 人伤势较重。

河北丰宁第一中学门前，有一条东西方向的马路正

对校门。 12 月 24 日中午 12 时放学，走读的学生陆陆续

续走出校门。 12 时 07 分，一辆黑色国产吉利轿车从西

侧驶入校门前的马路。 据学校旁边一商店老板介绍，一

进入路口，吉利没有减速反而突然加速通过，面对路面

上的学生毫无避让，“横冲直撞将多名骑车学生撞倒”。

七八分钟后， 消防警察以及急救人员均赶到现场，

将伤者送往丰宁县医院救治。

据当时多名围观群众介绍， 肇事男子坚持不下车，

并拿出打火机， 从车内点燃已经撞得不成样子的轿车。

大家见状，纷纷撤离轿车，此时警方已经赶到，并迅速将

该男子控制。

据了解，驾车男子将鞭炮和一只煤气罐放在了后备

厢中。消防官兵赶到后将大火扑灭，并将煤气罐抢出，而

吉利轿车已经烧成了空壳，被警方拖走。

据丰宁一中副校长杨增义介绍，事故中受伤的人均

为一中的学生，共有 23 人送医，其中 13 人住院治疗，1

人头部挫伤，伤势较为严重，还有一人踝骨骨折，其他人

已回家。 其中 23 人中有 14 名女生，9 名男生，年龄最大

的为 20 岁，最小的为 16 岁，分别来自从高一到高三的

十七八个班级。

12 月 24 日晚丰宁县宣传部门介绍，肇事者殷某正

在接受警方讯问，但始终不肯开口，对于自身行为动机

以及心理拒不交代。

据丰宁县宣传部门证实： 殷某女儿在 3 年前被杀，

而殷某本人曾不服判决而多次上访。

据介绍，警方已对殷某进行了血液检验，初步确定

其没有喝酒没有吸毒。认识他的居民称，“此人平时挺正

常的，看不出有什么异样”。 目前，肇事者已被公安机关

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事拘留， 并于 25

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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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级贫困县湖北郧西县七夕广场上，有一座“世界第一

牛”铜雕。 这座铜雕由 12 吨纯铜铸成，是世界最大的卧式铜牛，也

是该县最具标志性的雕塑之一，耗资达百余万元。

（据《广州日报》）

21.9 万元

深圳规定

超生一胎

至少缴这个数

记者从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

育委员会了解到， 将于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 统一了本市户籍人口超生子

女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计征基数和倍数，

超生一胎至少应缴纳社会抚养费 21.9

万元。

条例规定， 违规超生一个子女的，

对男女双方分别按计征基数一次性征

收三倍社会抚养费；超生两个以上子女

的，以超生一个子女应当征收的社会抚

养费为基数，对每个超生子女以超生子

女为倍数征收社会抚养费。

2011 年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36505 元 ，夫妻双方为 73010 元 ，三倍

为 219030 元。 即 2013 年起，在深圳超

生一个子女，罚款数额为 219030 元。 被

征收人上年度实际收入高于本市上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其超出

部分还应当按照超出部分的二倍加征

社会抚养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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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极”漠河

迎来“极寒”

在全国多地受到寒潮侵袭下，我国

最北的省黑龙江省已经持续了 20 多天

的低温天气。 25 日晨，被称为中国“北

极” 的漠河县更是达到零下 41.5 摄氏

度，当地居民迎来极寒的一天。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县气象局

副局长许丽玲介绍说 ，25 日 7 时 56

分，大兴安岭漠河县的最低气温达零下

41.5 摄氏度，为入冬以来最低温，空气

中出现“冰雾”。

据黑龙江省气象台统计， 进入 12

月以来，黑龙江省气温持续偏低，特别

是 17 日至 23 日这一周， 大兴安岭、黑

河、齐齐哈尔北部、伊春南部平均气温

低到零下 26 摄氏度 ~30 摄氏度， 其他

大部地区也在零下 20 摄氏度 ~25 摄氏

度，55 个市县出现近 10 年同期最低气

温。 （据新华社）

48 万元

贵溪幼儿园

面包车侧翻事故

家长获赔

12 月 24 日，江西贵溪市发生一起

面包车侧翻事故，导致 11 名儿童死亡，

4 名儿童受伤。 25 日上午，有关部门与

罹难儿童的亲属签订协议，善后赔偿金

已经全部发放，每名罹难儿童家庭获赔

人民币 48 万元。

目前，涉事春蕾幼儿园被依法关

停 ， 肇事司机周春娥被公安机关刑

拘 。

经查，面包车司机周春娥为贵溪市

滨江镇春蕾幼儿园业主。 这家幼儿园未

经审批，为非法办园，滨江镇政府已多次

责令整改。 12 月 24 日上午 8 时 45 分

许， 周春娥驾驶车牌号为赣 LP2689 号

的核载 7 人面包车接幼儿至幼儿园，行

至滨江镇洪塘村合盘村小组一水塘处

时，由于操作不当，驶入左侧水塘中。 事

发时，车上载有 15 名儿童。

（据新华社）

在被曝使用陈年瓜子作原料后，12 月 24 日，洽洽瓜子再次被媒

体曝出存在多项管理问题，包括给瓜子喷香精、一线员工无健康证上

岗、以水代替酒精给瓜子原料消毒等。

据媒体报道称，洽洽食品瓜子生产线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具体

包括：公司规章制度明确规定“员工应办理健康证，不能有不适宜参与食

品生产的禁忌症”，但是实际操作中诸多工人却未持健康证证上岗；为了

节省配料，对煮瓜子的水重复利用、涉嫌随意更换香精的生产日期；以及

在对葵瓜子原料消毒过程中，以水替代酒精作为消毒原料等问题。

洽洽食品表示， 公司产品所使用的食用香精符合国家标准规定，

也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进行了标识。 关于瓜子生产过程中煮制用水循环

使用的问题，根据企业工艺规范，汤料液可循环使用，在生产时会严格

控制汤料液的质量指标。 关于员工健康证问题，洽洽食品承认，由于管

理上的疏忽，造成 5 名员工健康证未按公司制度要求及时办理，对此，

公司人力资源总部已在月度工作检查中发现此事，并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完成健康证的补办并对相关人员作出了严肃处理。

不过，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向记者分析称，媒体报

道中提出的系列问题，在瓜子生产企业中并不罕见。

“这样操作主要是为了节约成本。 ”朱丹蓬说，葵瓜子从原料收购

到包装成袋的过程中，生产环节众多，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往往

会在各个环节的卫生、安全问题上打折扣。例如，从外地收购的瓜子，

运输过程中会产生 2 次污染，一般要求是用酒精消毒，但是酒精消毒

成本很高，一些企业为了省钱，就用水冲一冲了事。“但这些做法无疑

会加剧食品安全风险。 ”

而与之相应的是，洽洽食品 2012 年三季报显示，由于成本降低、

毛利率提升，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收入 19.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净利润同比增长 49.0%。

此外，在此次洽洽瓜子被报道的瓜子食品安全隐患中，最受关注

的是公司的在香精使用上是否规范。 而朱丹蓬则告诉记者，目前，炒

货类生产企业在香精使用上的确存在一些不规范行为。

“瓜子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给瓜子喷香精很正常，在按照《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在控制用量的情况下，香精的确允许使用。 ”朱

丹蓬说， 而问题在于但是根据质量不同， 香精的市场价格也千差万

别。 一种绿茶味瓜子，使用的香精会分几百种，一些企业为了节省成

本，往往会使用价格较低的香精，这也会为消费者的食用安全带来风

险。“要改变这些问题，不仅政府部门要完善监管机制，更重要的是企

业要有长远目光，有更强的自律意识。 ” （据《每日经济新闻》）

住建部：扩大房产税试点正在研究 保障房计划开工 600 万套

明年继续坚定执行限购政策

据法制晚报消息 12 月 25 日， 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部长姜伟新作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报告时指出， 目前正在积极研究扩大房产税试点，明

年将继续坚定地执行限购政策 ，并新开工建设 600 万套保障性住

房，同时把保障房配套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明年继续限购政策

据记者发现，参加此次会议的人员大都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住

建厅厅长，以及分管住房工作的市区县副市长，参会人员有 300 余人。

住房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 部长姜伟新作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报告时指出，明年（2013 年）将继续进行房地产调控，“目前正在积极

研究扩大房产税试点，明年将继续坚定地执行限购政策。 ”

明年保障房开工 600 万套

报告指出，从 2008 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底，5 年来共开工建设超过

30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完成竣工 1700 万套。其中今年竣工 590 万套。

姜伟新表示，2013 年将继续加大保障房建设， 计划开工 600 万

套，竣工 400 万套。

“要把保障房的配套设施放在首位。 ”姜伟新还表示。

链接

保障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房是指政府为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一般由廉

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我国大力加强保障性住房

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洽洽瓜子被曝装袋前喷香精

以水代替酒精给原料消毒

湖北国家级贫困县耗资百余万元铸

“世界第一牛”

河北男子驾车

连撞 23名学生后烧车

肇事者女儿被杀曾数次上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