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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部队强攻百余人死伤
据新华社电 根据伊拉克安全部队的消息!

!"

月
#!

日傍晚巴格达市中心教堂人质劫持事件造成的死
亡人数已升至

$%

人!另有
&$

人受伤"

当天傍晚!巴格达市中心卡拉达区的一间证券交
易所遭不明枪手袭击! 枪手打死

'

名证券交易所警卫
后!伊军警迅速赶赴现场并包围交易所"随后枪手被迫
躲进附近一座教堂! 劫持了包括教堂牧师在内的数十
名人质!随后同军警展开对峙" 经过激烈交火!伊安全
部队最终控制了现场局面!被劫持人质获释"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机构#伊拉克伊斯兰国$

!!

月
!

日发表声明! 宣称
!"

月
#!

日晚发生的巴格达教
堂人质劫持事件是该组织所为%

雅典发生邮包爆炸事件
据新华社雅典

!!

月
!

日电 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
!

日发生一起邮包爆炸事件!导致一名邮局女工作人员
受伤"

据希腊当地媒体报道! 爆炸事件发生在雅典市中
心的一家邮局!女工作人员手部受伤" 包裹接收人为墨
西哥驻希腊使馆" 爆炸事件发生后!希腊反恐警察立即
采取行动!加强了警戒"

之后!附近的另一家邮局又发现两个可疑邮包!收
件人为荷兰驻希腊使馆" 警方随即逮捕了两名寄送包
裹的嫌疑人" 这两人头戴假发!身穿防弹衣!其中一人
涉嫌参加了希腊当地的一个左翼组织! 该组织曾宣称
制造了近几年发生在希腊的多起恐怖爆炸事件"

美国中期选举今日举行
-./0123456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美国将于
!!

月
'

日举行国会中期选举" 美国专家近日在接受新华社采
访时认为!共和党如果在国会取胜!可能和民主党控制
的白宫角力!让美国国会政治陷入僵局"

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专家托马斯&曼
恩说! 在这次中期选举中! 共和党几乎肯定能在众议
院'参议院和各州州长席位上取得更多位置!这预示着
明年华盛顿的政治环境将更加紧张"

此前!共和党方面已经明确表态!如果取得国会多
数!将采取措施!取消民主党先前取得的医疗保险改革
等立法成就"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近期在
接受政治刊物(国民新闻)采访时说!未来两年内!共和
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奥巴马无法连任$%

美国将于
!!

月
'

日举行国会中期选举% 这次选举
将改选众议院全部

(#$

个议席和参议院
!""

个议席中
的

#&

席!同时改选
#&

个州的州长% 多项民调显示!共
和党将收复

'"")

年和
'""%

年国会选举失地! 夺回众
议院控制权!同时在参议院也有获得更多议席的可能%

特别关注!国际新闻
!"

!!"#"

年
$$

月
!

日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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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扶贫学费"成了他的小金库
:;<=>?@ABCDEFGHIJKL'* MN=>OPEQR ( M

俄总统视察#北方四岛$

STUVWXYZ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

月
!

日电 据俄新社
!!

月
!

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当天上午登上
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国后岛% 这是俄罗斯
国家元首首次视察俄日之间存在争议的岛屿%

另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首相菅直人当天发表讲
话!称俄总统此行#非常令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前原
诚司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别雷! 对梅德韦杰夫登上日
俄争议岛屿表示抗议%

南千岛群岛位于堪察加半岛和北海道之间! 包括
大小

#"

多个岛屿!群岛南部的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
四岛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 二战结束后!这些岛屿先
在苏联'后在俄罗斯联邦的管辖之下% 长期以来!日俄
在四岛归属问题上互不让步% 日本政府一直坚持解决
北方四岛归属问题是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

第二关注

[\2]^_<`abc$

#*" 后$女孩守护瘫痪养母 !' 年
#没有妈妈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会

带着她一直走下去%$

!*

岁女孩毛女说!

有妈妈在就有家的感觉%

生母无力扶养将其送人

毛女
!**!

年出生在山西临汾一个
农民家庭!

$

岁时! 一场车祸夺走了父
亲的生命! 迫于生活压力! 她的母亲将
她和妹妹送给了周围的好心人%

#她妈妈三番五次地恳求我收养这
个孩子! 我开始说不要% 一是孩子大了!

不好培养感情 -二是我工作很忙 !顾不
上她% $今年

$(

岁的养母刘芳英说!家
里从来不锁门!一天她母亲就把她领到
家里来了% #人家那么信任我!后来我就
收养了她% $

#妈妈对我很好! 当天晚上我就管
她叫妈! 她竟然感动地哭了% $毛女回忆
说!虽然当时还小!但是生母假装上厕所
离去!和她叫妈妈的一幕却印在了心里%

&

岁女孩独撑一个家

幸福的生活没有持续两年! 毛女的
生母由于心脏病去世了% 养母却患上了
椎管狭窄! 经过治疗! 只能拄着拐杖勉
强走路% 养父经受不了艰辛的生活! 离
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

#爸爸做的饭很好吃! 还给我买银
手镯! 可惜不小心被我弄丢了一个% 后
来他就走了! 时间太久! 都记不得他长
什么样子了%$ 提到养父! 毛女首先还
是记着他的好%

从此!

&

岁的孩子就肩负起照顾妈
妈的责任! 学着撑起一个家% 刚开始分
不清各种菜和盆! 就按照妈妈描绘的背
顺口溜. *长的是葱! 圆的是蒜! 薄的
是洗菜盆! 厚的是和面盆//$ 冬天!

毛女学着用煤生火' 掏灰! 手上' 脸上
弄得都是黑乎乎的! 连洗都顾不上! 就
急匆匆地跑去上学"

有一次过 *六一$ 儿童节! 小伙伴
的爸爸妈妈都给了零花钱! 毛女就问妈
妈要了一元钱" 放学回到家! 她又把那
一元钱带了回来! 说. *我明天拿着它

买菜吧! 还能买
#

斤西红柿呢0$

带着养母艰难求学

毛女一直懂事地照顾着妈妈 ! 初
中毕业那年! 养母的病情突然恶化! 最
终瘫痪在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刘芳
英本打算让女儿上高中' 考大学! 可是
毛女还是选择了在县城有分校的一所师
范学校" 这样既可以上学! 又方便照顾
母亲"

她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
!"

平方
米的房子" 屋里有两张桌子! 一张放着
电视机! 一张是做饭的灶台" 两张单人
床! 由于养母大小便失禁! 她的床上铺
着整床的塑料布! 上面垫着小褥子" 为
了不让屋里有味道 ! 窗户经常一直开
着! 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更加清冷"

毛女的学习生活就忙碌于学校和这
间出租房之间" 早晨

)

点起床自己梳洗
完毕后! 就给养母穿衣' 洗脸' 梳头-

中午放学后! 买菜' 做饭' 给母亲擦洗
身子' 换洗床单和被褥- 下午放学后!

她又急着赶回家做饭' 做家务! 然后
)

点半又赶着去上晚自习"

辛勤劳动改善生活

虽然养母有工资 ! 但是学费 ' 房
租' 生活费都是不小的开支! 而唯一的
哥哥也只有每月

$""

多元的工资! 还要
养活妻儿" 尽管生活艰苦! 但是毛女却
想尽办法能让母亲吃上肉"

今年暑假! 毛女找了份给别人发传
单的活儿! 赚了

!#""

元钱" 发工资的
那天 ! 她非常激动 ! 回家时给妈妈买
了一份红烧肉和猪头肉 " 养母望着孩
子辛勤劳动换来的肉时 ! 抱着女儿哭
了起来"

养母总是对人说闺女虽然不是自己
亲生的! 但是毛女待她百分之百的好!

觉得亏欠她的太多" *我现在是孩子的
累赘! 会影响她找婆家"$ 每想到孩子
的未来! 刘芳英眼睛都是湿润的"

而聪明伶俐的毛女总是想着法子逗
妈妈开心! 她说. *我找对象前提是能
接受我妈妈! 不然就分吧" 最好找个开
饭店的 ! 这样妈妈就可以天天吃上肉
了"$ 母女俩都爽朗地笑了"

%据新华社电&

+'"d2efg

首尔进入全面警备状态
据新华社首尔

!!

月
!

日电 韩国首尔警察厅
!

日
宣布!二十国集团+

+'"

,首尔峰会进入
!"

天倒计时!

首尔进入全面警备状态"

根据韩国警方对首尔地区发布的警备令! 警方将
动用

(,$

万警力!全面加强治安反恐工作!保证与会领
导人的人身安全!并进一步加强民生治安管理"

对于峰会期间的示威活动! 韩国警方将部署
'""

个警察部队!在阻挡示威者的同时!维护示威人员的人
身安全和权益"

'"!"

年
%

月
#

日! 重庆石柱县扶
贫开发办综合科科长谭朝攀因受贿
!*,#

万元! 被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
院二审判处有期徒刑

!"

年"

*谭朝攀案很典型" 在石柱谭朝
攀还是比较有才有名的! 因为是 1笔
杆子2! 所以调入扶贫开发办当上了综
合科科长! 因为颓废! 最终走上了这
条路%$ 石柱县检察院职侦局副局长'

侦办该案的张昆说 % *这把年纪了 !

怎么干都上不去! 后来就想整点钱算
了%$ 谭朝攀这样向职侦干警解释接受
贿赂的原因%

谭朝攀的案子! 还要从
'""%

年
!

月份说起% 张昆说! 当时职侦局正在
调查一起社保案件% 一名被调查人无
意中说道. *其实扶贫技能培训那一
块问题才大! 整个培训就一个人垄断

了在搞! 都好几年了%$

这个垄断了石柱扶贫就业技能培
训的人叫王彪 +化名,% 检察机关初期
调查发现! 负责这个项目的官员就是
扶贫办综合科科长谭朝攀! 而谭王二
人的私交十分好%

*扶贫就业技能培训对于贫困农
民工来说是免费的% 国家对扶贫就业
技能培训学校也有要求 ! 只有达到
%"-

的就业率 ! 才能领到国家为参加
培训的农民工发的

#""

元至
$""

元不
等的学费%$ 张昆介绍%

早在
'""(

年! 国家有了这样一个
民生项目! 当时在石柱是把这个项目
拿给一个正规学校做的% 但是! 王彪
却通过该校的校长! 找到负责这一项
目的谭朝攀! 并达成

#

人来分国家为
贫困农民工支付的学费的共识% 王彪
就成了石柱唯一能拿到这个培训项目
的人% 为了感谢谭朝攀! 王彪分四次
给了谭

!*,#

万元! 都是从国家支付的
款项中分出来的%

为了谋利润! 王彪将培训时间大

大缩水 ! 国家规定的培训时间是
'*

天! 但是在王彪的培训学校里! 只有
(

天 % 而对于王彪报上来的各类表格 !

谭朝攀直接签字搞定%

为了多开课! 王彪还想出一些莫
名其妙的培训课% 比如教农民工把黑
白猪鬃分开的 *技能$% 但是在农村!

这根本就是一项常识! 哪里还需要开
班讲课%

搜查谭朝攀的办公室! 让张昆记
忆深刻% 谭朝攀的电脑是这次搜查的
重点! 因为电脑里可能会存储有大量
的材料 % 结果却令办案人员们失望 !

在谭朝攀的电脑里! 材料只有很少一
点点! 而大量存放的是黄色图片以及
黄色网站的地址%

谭朝攀在法庭上辩解! 自己并非
受贿! 而是与王彪合作办学% *这些
其实并不能成为谭朝攀没有受贿的借
口! 而只能说明他的受贿行为是一种
合作性受贿! 这在最高检以及最高法
都有司法解释%$ 张昆说%

%据重庆晨报&

'人民日报(发文直面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

中等收入群体急需减税
全国总工会进行的一项职工收入调查结果

显示!有
'#,(-

的职工
$

年未增加工资"不仅工资

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担心"

随着收入水平水涨船高!多数城市中等收入

人群的月收入普遍适用较高的税率!缴纳税额大

幅增加!偏重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特别

是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不能实现均等化服

务!成为当前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十一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

最快的时期之一!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城乡收

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很难!最需要加快"

)城乡*

)工资*

)社保*

)税收*

#工资不涨"哪有
勇气逛商场+ $

陈静越来越不愿意逛

商场了!

)

年前"陈静大学

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

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然只有
#"""

多元! 然而"

)

年下来"陈静虽已是一

名部门主管" 工资却刚过
("""

元 #

$这个工资 " 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

说 "在北京生活压力很大 % 走进大

商场 " 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 "

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

上半年! 全国总工会曾进行过一项
职工收入调查! 结果显示! 有

'#,(-

的
职工

$

年未增加工资 % 数据表明 ! 政
府 ' 企业 ' 居民是国民收入三大分配
主体 ! 目前 ! 这三大主体所占比例是
##/#" 0#&

% 国家和企业分得多 ! 居民
分得少 ! 成为我国现有分配格局的最
大特点%

不仅工资增幅慢!不同行业'群体的
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担心% 有统计显示!占
全国职工人数不到

%-

的垄断行业从业
人员的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 !相当于
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约

$$-

-

'"

个行业门类收入差距平均接近
$

倍!有
的行业职工实际收入是其他行业的

!"

倍% 增加工资'缩小差距成为推进收入
分配改革的共识% 专家认为!涨工资是
一项系统工程!依赖于对分配机制的综
合治理%

案例
#

#快给中等收入
群体减税吧1$

#&

岁的张健是南方一

所大学的副教授"每月基本

工资& 奖金& 各项补贴等加起来累计有

%"""

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也近千元! 他有一个大学同学开

了家广告公司" 可每月个人所得税不足

百元! 原来" 这位同学将他的工资定为

#"""

多元"虽然工资低"但由于公司是

自己开的" 很多生活开销都算在了公司

的经营成本中"日子远比张健殷实得多!

目前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 是对纳
税人的各项收入分类!分别征收'各个清
缴% 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收入来源单一的
工薪阶层缴税较多! 而收入来源多元化
的高收入阶层缴税较少% 同时!个税对所
有纳税人实行*一刀切$!没有考虑纳税
人的家庭负担是否过重' 家庭支出是否
过大!也造成了事实上的不平等%

张健查阅资料发现!

'""*

年的个人
所得税中!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
总额的

)$-

以上! 而高收入者的纳税额
占税收总额只有

#"-

左右% 张健认为!

前些年! 多数人月薪不过两三千元! 普
通人的个税负担不重- 如今! 随着收入
水平水涨船高! 多数城市中等收入人群
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 普遍适用
较高的税率! 缴纳税额大幅增加! 偏重
的个税负担加重了生活压力% *尽快给
社会中等收入群体减税增收吧

1

$ 张健说%

案例
!

#从不对报销医疗
费抱希望$

)&

岁的退休职工王学

杰住在东北乡下 " 尽管心

脏不好 " 但他从不轻易去医院做检

查 #'看病至少要去县城 " 不仅太麻

烦 "花费也很大 !

$

年前我曾因肺炎

在市里住过院 " 可是
'"""

多元医

疗费至今没报 ! ( 他说 " 当地财政

状况不好 " 因为积攒的医疗费很

多 " 县里根本无力解决 " 他从不抱

什么希望%

生活中! 像老王这样的群体不算少
数% 近年来! 我国社会保障面在不断扩
大!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游离在制度之外%

在一些地区!保障标准偏低'负担偏重!

特别是教育' 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因对
象不同!不能实现均等化服务!成为当前
社保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农村!社保
短板更明显%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期
间要实现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
加$% 专家表示!*普涨$不仅意味着工资
要涨!基本公共服务更要涨!尽快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均等化$涉及义务
教育 '医疗 '住房 '社保 '基础设施等方
面% 据发达国家经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至少可使基尼系数压低

!"

个百
分点% 为解决当前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难
题!专家建议.一是完善基层社会保障机
构!二是普及社会救助服务平台%

案例
1

#养猪挣钱到底有
没有指望+ $

肉价涨了 ) 入秋 " 生

猪价格稳步回升"

$'

岁的

山东养猪大户李保军很高兴" 忙着扩

建猪圈" 准备抓住年前的消费高峰"

把去年的损失补回来% 李保军养猪多

年 " 最大的感觉就是这些年肉价不

稳" 风险很大" '靠养猪挣钱到底有

没有指望* (

*十一五$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
跨上

("""

元'

$"""

元台阶!

'""*

年达到
$!$#

元!年均实际增长
%,#-

!成为改革
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
一%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城乡收入差距
仍在拉大!农民增收很难!最需要加快%

作为家里的独子! 老李的儿子小李
不愿意回乡务农! 老李也不指望儿子回
家和自己一起养猪% 可由于没上大学!小
李只是一名简单的操作工% 小李想学管
理'学技术!厂里能提供这样的机会吗3

专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
必须建立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就业技能% 此外!

还要通过城乡一体化的要素市场建设!

扩大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只有这样!城
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才能得到缓
解和遏制%

案例
2

第一关注

巴西选出首位女总统

!"

月
#!

日"迪尔玛+罗塞夫,中-在当选总统后发

表第一次公开讲话%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

月
#!

日电 巴西最高选举
法院

!"

月
#!

日晚宣布!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劳工党候
选人迪尔玛&罗塞夫当选为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根据最高选举法院的数字!截至当地时间
'!

时
#%

分!

**,(!-

的选票已经统计完毕! 迪尔玛的得票率为
$$,**-

! 她在本轮投票中的唯一对手444巴西社会民
主党候选人若泽&塞拉的得票率为

((,"!-

%

迪尔玛&罗塞夫随后在巴西利亚的一家酒店发表
当选后首次公开讲话! 表示自己将继续坚持巴西现任
总统卢拉政府的主要政策和路线%

迪尔玛说 !自己的政府将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长
期战略 ! 致力于推动巴西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 !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 巩固近几年来巴西经济发展的
成果% 她强调!巴西将强化国内市场 !减少对发达国
家的经济依赖%

国际时讯

升 迁 无
望就捞点 实
惠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