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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山西介休９月２６日电 记者从山
西省介休市人民政府获悉，９月２６日６时５０分
许，发生在山西灵石县的学生接送车与大货车
相撞事故，４名初中学生当场死亡，２名学生因
伤势过重送到医院后死亡。截至目前，事故已
导致６名学生死亡，另有３人重伤、３人轻伤。

据了解，接送学生的微型面包车荷载人数
为７人，事故发生时包括司机在内共有１２人。
目前面包车司机生命体征平稳、但伤势较重，
中午转往晋中市人民医院救治。大货车司机弃
车逃跑，目前警方已将大货车车主控制，司机
家庭住址也已掌握。

山西一学生接送车发生车祸

已造成６人死亡

据新华社上海9月26日电 记者从“2011中
国极地科学学术年会”上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
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AST3)今年将随我国第
28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奔赴南极“冰盖之巅”，执
行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天文观测任务。

据中国南极天文中心主任王力帆教授介
绍，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由南京天文光学
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制，有效观测口径50公分、
4 . 2平方度视场，可以灵活调整镜筒指向，大
尺度CCD相机达到10K× 10K。目前，首台
“南极巡天望远镜”正在江苏盱眙观测点进行
综合测试，望远镜运行正常。

据悉，中国南极天文中心计划在南极“冰
盖之巅”的昆仑站附近安装3台“南极巡天望
远镜”，以组成一个望远镜阵。望远镜将实现
远距离、远程操控和调度控制，观测数据现场
存储，部分实时传回国内。

我国首台“南极巡天望远镜”

今年赴“冰盖之巅”

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再次谨向国内
外旅游者致以节日的祝贺！祝广大游客朋友和
全省人民旅游快乐、生活幸福。

1979年9月，世界旅游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
确定，每年的9月27日为“世界旅游日” 。
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决定“世界旅游日”每
年确定一个主题，各国旅游组织可根据设定的
主题，结合本国文化开展一系列庆祝活动。我
国于1983年正式成为世界旅游组织成员，1985年
起每年确定一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举办“世
界旅游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山东省分别于
1991年、2008年承办过两次“世界旅游日”中国
主会场的活动。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造就了旅游业30年
跨越式发展的显著成就：2007年，我国入境游
客1 . 3亿人次，入境过夜5472万人次，创汇419亿
美元；国内旅游16 . 1亿人次、收入7771亿元；出
境旅游409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1万亿
元。旅游直接和间接安置就业6000多万人，累
计带动700多万人脱贫致富。据世界旅游组织预

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
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届时我
国入境旅游人数将达2亿人次，国内旅游人数达
26亿人次以上，出境旅游人数达1亿人次左右，
旅游业总收入达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根据我国
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旅游业总
收入将超过3 . 3万亿元，占全国GDP的8%，实现
由旅游大国到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山东省是旅游大省。我省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泰山在这里崛起，孔子在这里诞生，黄河
从这里入海，长城从这里始建，奥运从这里扬
帆。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发展，
在全国最早把旅游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
业。先后出台了三个支持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
文件，省人大两次修订《山东省旅游条例》。
2005年，全省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大
关，2008年迈上了第二个千亿元台阶，2010年实
现了第三个千亿元跨越，总量达到3058 . 8亿元，
同比增长24 . 7%，在全国的位次由第6位跃升到
第4位。实现第一个旅游总收入1000亿元的历史

性跨越用了26年时间，第二个千亿元跨越用了3
年，第三个千亿元跨越仅仅用了两年时间。"十
一五"期间的五年，全省旅游总收入增幅年均高
出全省GDP增幅8个百分点，高出服务业增加值
增幅5个百分点，相当于GDP的比重从5 . 6%提高
到7 . 7%，年均增长0 . 4个百分点；相当于服务业
的比重从17 . 5%提高到21 . 2%，年均增长3 . 7个百
分点。2007-2010年，旅游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
率分别达到7 . 09%、7 . 65%和7 . 97%和8 . 03%。

当前，山东省全面进入转方式调结构的攻
坚阶段。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
业和转方式调结构的先行产业，在经济结构调
整中担负着越来越重大的责任。同时，旅游业
作为重要的民生产业，在不断人民群众过上更
好生活的新期待中也担负着重要责任。近年
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
旅游业关联性强、涉及面广、融合度高的产业
特点，在扩大内需、调整结构、建设经济文化
强省中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来培育
和发展，在全省实施了旅游大企业培育工程、

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工程、五级联动创优工
程、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工程等，加快推进旅游
大项目建设，成功叫响了“好客山东”文化旅
游品牌，旅游业成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引
擎。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
GDP超过5000美元的时候，休闲消费就会进入
快速增长的时期。山东省人均GDP超过6000美
元，公共假期达到115天，旅游业开始进入从观
光向休闲度假转型的新时期。最近，省政府专
门出台《山东省国民休闲发展纲要》。这是全
国第一个经省级政府颁布实施的休闲纲要。认
真实施《国民休闲发展纲要》，有利于贯彻扩
大内需战略，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热点，有利
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民生事业发展，
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为此，省政
府和国家旅游局共同主办、省旅游局等32个省
直部门和全省17市政府共同承办了“好客山东
休闲汇”活动。"休闲汇"是在8-10月旅游旺季汇
集休闲资源，汇合休闲产品，汇总休闲活动，

举办的惠及全体群众，引导消费，扩大内需，
转变经济发展发式，构建和谐社会的全民休闲
文化活动。从8月13日至10月31日，在为期两个
半月的休闲汇期间，全省推出了乡村、健身养
生、旅游、文化、夜间、节事、蓝色、黄河、
修学9大休闲系列产品，全省17市每个市举办两
个以上旅游休闲周活动，32个承办部门推出众
多专题休闲活动，形成了“天天有活动，周周
有高潮，全民大休闲”的浓厚休闲汇氛围。

今天，休闲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产业，上升
到国家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增加休闲旅游等消费，引
导消费结构升级。对于个人来讲，休闲促进健
康、休闲增长知识、休闲引发创造、休闲成就
家庭幸福；对于社会来讲，休闲促进社会和
谐、休闲有利于社会稳定，休闲提升全社会幸
福指数。我们要在全社会叫响“劳动是生产
力，休闲也是生产力”；“劳动是贡献，休闲
也是贡献”；“劳动光荣，休闲也光荣”的口
号，理直气壮地宣传休闲、参与休闲活动。

旅游，使天更蓝水更绿群众生活更幸福
□鲁 旅

一个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只有３８００多元的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率先在全国实行１５年
免费教育。穷县办“富教育”，钱从哪儿来？
如何保证免费教育的可持续性？“宁陕模式”
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来到
了位于秦岭腹地的陕西宁陕县。

两年前已实现１２年免费教育

在很多地方家长还在为“入园难、入园
贵”发愁之时，陕西宁陕县推出新政：今年秋
季开学起，所有学龄前儿童将可以免费上幼儿
园。此举意味着继两年前实现１２年免费教育之
后，这个县率先实现了从学前到高中的１５年免
费教育。

一石激起千层浪，《陕西宁陕县率先在贫
困地区实现１５年免费教育》的消息一经披露，
立刻成为网上热点。

网民“陈峥嵘”说：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如此倾尽全力办教育，应是教育之福，百姓之
福，也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所在，令人
感奋。

网友“肖导＿品世界”说，经常是一些名
不见经传的小县，能做出感动中国的教育壮
举。公众在鼓掌和羡慕之余，都会发出如下感
慨和质疑：那些富得流油的地方，为何就不能
实现幼儿园到高中教育全免费？

开源节流换来大手笔投入

记者在宁陕县了解到，此次学前免费惠及
全县２０４０名３至６岁适龄幼儿，其中包括来宁陕
打工者的孩子，县财政每年将增加投入２４０万
元。

据了解，宁陕全县７．４万人，去年一年农
民人均纯收入３８１２元，地方财政收入仅３０７５万
元。在这种情况下，宁陕县仍拿出１２００多万元
投入教育，占地方财政收入的近四成，远高于
１２．５％的全国平均水平。

宁陕县如此大手笔投入教育底气何来？县
委常委蒋军说，县域经济的发展、多头筹措和
开源节流为宁陕坚持免费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宁陕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齐致祥说，县里
规定，包括书记县长在内，出差住宿费严禁超
标，不准新修办公场所，严格控制公费考察、全
县领导干部３年内不得换新车，严禁超标准购置
交通工具等，节省资金投入教育事业。

●短评

实现免费教育缺的

不是金钱而是诚意和决心
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宁陕，公众喝采之余却

有更多感慨：贫困小县尚能如此，其他县域经
济更好的地区为什么不能复制？

网友“王传涛”说，对于绝大部分县域来说，
实现免费教育缺的不是金钱，而是诚意和决心。

西北大学教授、西北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史耀疆认为，与陕西神木、吴起等富裕
地区的免费教育不同，“宁陕模式”更具有社
会意义，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石英认
为，为了政绩，很多穷县大搞形象工程，把政府
大楼先修了。地方政府更应该学习宁陕着眼长
远、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理念，科学发展，造福
一方。 （图文均据新华社）

陕西宁陕近四成财政收入投向教育，远高于１２．５％的全国平均水平

国家级贫困县实现１５年免费教育

据新华社杭州９月２６日电 针对当前社会
普遍关注的餐厨安全问题，浙江省十一届人大
常委会第２８次会议２６日审议的《浙江省资源综
合利用促进条例（草案）》明确规范餐厨垃圾
的收运、处置，遏制部分餐厨垃圾被不法分子
用于提炼地沟油。

草案规定，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将餐厨垃圾
交由未经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许可的餐
厨垃圾收运、处置单位处理的，由县级以上政
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不改正的，处以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
款。未经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依法许可从事
餐厨垃圾收运、处置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市容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
的，处以３０００元以上３万元以下的罚款。

浙江拟立法遏制

餐厨垃圾“变身”地沟油

据新华社专电 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
会”25日宣布，在的黎波里一座监狱内发现一
处群尸坑，怀疑坑内超过1270具遗骸是1996年
遭穆阿迈尔·卡扎菲安全部队“屠杀”的遇害者。

阿布·萨利姆监狱位于的黎波里城南。一些
人权组织估计，在1996年安全部队大屠杀事件
中，大约有2000名狱囚遭杀害，遗体被掩埋。

“我们正在处理超过1270名殉难者的遗
骸，我们必须一一辨别，借助脱氧核糖核酸
(DNA)比对方法，辨认他们的身份，”利比亚
当局医疗官员奥斯曼·阿卜杜勒·贾利利说，
“得花上数年时间才能知晓真相。”

利比亚发现群尸坑

遗骸超1270具，疑为卡扎菲

安全部队大屠杀遇害者

本报综合消息 国内资本市场26日迎来“黑色星期一”，股
价、金价、银价纷纷暴跌。大盘股接二连三IPO，不断扩容的
PE、VC虎视眈眈，这些都在压制着市场走势。虽然市场普遍认
为A股处在筑底过程中，眼下市场中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一时
难以寻找到做多的动力。

股价、金价、银价齐暴跌
26日两市早盘双双低开，开盘后两市指数冲高回落，虽然一度

翻红，但午盘一路震荡下行，双双收跌，沪市更是刺破2400点关口，
并于盘中创出14个月以来的新低。当日沪指收报2393点，跌幅
1 . 64%，成交602亿元；深成指报10328点，跌幅1 . 99%，成交470亿元。

上海一大型券商策略分析师表示，进入9月以来A股做空力
量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持续的探底动力也导致市场难以守住2400
点这一整数关口。从9月6日下探2459 . 54点后，沪指低点不断刷
新，直到26日，2400点告破，并创下2384 . 64点的年内新低。

来自方正证券的观点认为，虽然此前2400点关口两次遇到支
撑，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整数关口的支撑往往最终是苍白无
力的。

从26日当天的走势来看，午后在中国平安跳水带动下权重指
标股大幅下挫，大大激发市场做空情绪，股指迅速走低，成交
量明显放大。

根据大智慧超赢资金流向统计显示，大盘资金全天净流出39
亿。资金流出居前板块是银行、有色金属、房地产、化工化
纤、机械。

除了股市，受国际市场的影响，金银价格同时出现暴跌。
黄金跌幅近6%，是过去20年来第三大单日跌幅；白银暴跌近
17%，跌幅更是创下史上最大纪录。

A股艰难筑底 反弹乏力

虽然多数机构仍然看空当前股市，但是A股正在筑底已经基
本成为市场共识。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郤峰认为，目前极度悲观预期已
经包含了对未来大部分负面因素的判断，静态估值基本反映当
前这种悲观预期，考虑到业绩调整动态估值下降幅度也不会太
大，预计四季度市场将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

但放眼四季度，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风险仍然不容小

觑。瑞银证券策略分析师唐志刚表示，四季度不确定因素仍然
较多。除希腊债务危机以及来自欧盟金融体系的风险外，预计
中国将持续紧缩流动性、投资和业务增长将进一步放缓、房地
产行业将继续去库存。此外，对通胀和中国银行体系的担忧可
能也不会消除。

从市场成交量来看，两市合计千亿元左右的成交显示A股依
然人气涣散。在市场人士看来，节前市场参与动力缺乏，难以
找到更多资金入场。

●分析

IPO抽血不止 PE、VC虎视眈眈

市场资金状况将更加紧张

国庆节前最后一周，A股最大压力还来自新股抽血。继中国
水电、陕煤股份等大盘股之后，年内大型IPO的融资数额再一次
被刷新。中交股份将以200亿的计划融资额超过了此前的中国水
电，成为年内最大的IPO项目。持续不断的大盘股上市融资，对
于资金面的影响和心理的影响不容忽视。

除了计划募资总额高达510亿元的三大巨无霸——— 中国水
电、中交建、陕煤股份即将通过IPO登陆A股市场外，证监会上
周三(9月21日)还大手笔核准了多家上市公司募资总额累计高达
350亿元的再融资计划，甚至还有包括东吴证券在内的20家企业
预披露招股书。

光大证券分析师认为，在流动性紧缩的情况下，大量的IPO
和再融资将使得市场资金状况更加紧张。总体看，临近国庆长
假，大盘新股发行给市场资金面带来的压力正逐步显现。

中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郤峰认为，扩容一直是压制市场
走势的重要因素。2005年以来，股本扩容与市盈率的相关关系为
-50%，2009年高点时，全市场自由流通股本仅9905亿股，目前已
经增长到21739亿股。“目前PE和VC已经全民化，A股市场会否
沦为PE、VC们的提款机也值得警惕。”

根据投中《2011年二季度中国VC-PE市场统计分析报告》显
示，仅今年二季度中国PE和VC基金投资规模约79 . 9亿美元，约
合511亿元人民币，去年下半年以来四个季度滚动投资额达到
1703亿元。而除了PE、VC基金，大量企业、私人也在进行PE和
VC投资。

●链接

亚太股市全线暴跌
A股创新低的同时，亚太股市也出现普跌。泰国指数盘中跌

幅一度逼近10%，东京日经股指、韩国综合指数、台湾加权指数
以及港股等都纷纷创两年以来新低。有分析称，周末华盛顿G20
会议有所进展，全球领袖对欧元区施压，但股市反应表明对全
球经济增长和欧洲债务问题的担忧继续打击投资者信心。

◆沪指跌破2400 ◆黄金创20年来第三大单日跌幅 ◆白银创史上最大跌幅

国内资本市场遇“黑色星期一”

▲宁陕最近实施了学前三年教育免费的
政策。图为宁陕一幼儿园的幼儿在做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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