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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沈阳 7 月 30 日电(记者王莹、于也
童)近日，一段“最美女大学生跪地施救八旬老
人”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
院大二学生丁慧暑假回家时，在站台跪地救人
错过乘车的感人事迹传遍全国。

“最美女大学生”“最美女司机”“最美保
安”…… 2018 年，辽宁人的朋友圈频频被“最
美”事迹刷屏，这些“最美”的人都来自平凡的工
作岗位。在危急时刻，在行色匆匆的人群中，他
们选择停下脚步，用自己的爱心与责任铸成一
道平凡之光，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 火车即将启动，她毅然停下脚步
7 月 19 日，81 岁乘客崔永龙在辽宁省锦

州南站突发疾病倒地不起。听到车站急寻医护
人员的广播后，正准备验票上车的丁慧立即折
返奔向老人，蹲在地上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和
人工呼吸。

在她的施救下，老人逐渐恢复了心跳和呼
吸。而此时，丁慧准备乘坐的列车已离站 30 分
钟。

事后，丁慧不仅婉拒了老人家属的感谢金，
也婉拒了沈阳一家公司为她颁发 1 万元正能量

奖金。“我是学护理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应
该去帮忙。”丁慧说。

——— 车流中，她留下“最美背影”

5 月 17 日上午，辽宁铁岭一十字路口发
生一起摩托车与出租车相撞的交通事故，骑
摩托车的男子当场倒地，被摩托压住无法起
身。路口监控显示，就在摩托车倒地 12 秒后，
在交通岗等待左转的一台汽车上下来一名白
衣女子，她飞快地跑到摔倒男子身边，将摩托
车抬起，并查看男子伤势，帮助伤者拨打报警
电话并联系家人，直到警察和急救车赶来她
才离开。

救人的白衣女子叫朱旭，她说：“其实我
也没帮上什么忙，看到他躺在地上不能坐视
不管。”

——— 面对楼上坠落的老人，他们伸出双
手被砸跪在地

4 月 4 日晚，沈阳某小区发生惊险一
幕，一位老人爬出窗户坐在 4 楼窗台上。接
到消息后，小区保安白立金和苏明强迅速赶
往出事地点，并不断安抚老人的情绪。“老
大娘别害怕，身体往后倾，我们这就上去救

你！”
谁知几分钟后神志不太清醒的老人继续

向前挪动，并从 4 楼坠落，生死一线的紧急关
头，两位保安本能地伸出双手，直接被砸跪在
地上，但仍紧紧地把老人抱在怀里……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救人。”苏
明强说。

——— 生死关头，61 岁老人两次跳水救人
“救人啊！快来人救命啊！”6 月 3 日，沈

阳市丁香湖岸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呼救声。一
名母亲为了拉回落水的儿子也不幸落入水
中，两人都在挣扎中慢慢沉向水底……

61 岁的王泽民和女儿骑车途经此处，听
到呼救马上朝人群跑去，边跑边脱掉身上的
衣服。“人掉哪儿了？”王泽民一个猛子扎进水
中，在水下摸索半天，找到了男孩，把他拖到
岸边。

此时的王泽民已经气喘吁吁，但听说孩
子的母亲也在水中后，他毫不犹豫再一次跳
下水，将孩子母亲也救上岸来。

——— 寒夜里，她为醉倒街头的人点亮温
暖的灯光

1 月份，沈阳最冷的冬日，一段“零下
28℃，男子寒冬醉倒街头，女司机开双闪灯保
护”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引来无数网友转发
点赞。

“下班途中看到他倒在路边，我就打开双
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看见他眉骨有
血，我马上报警，”刘女士说。直到警察到来，
并联系到男子的家人，刘女士一直守在男子
身边，夜风中，她冻得脸色青白，浑身发抖，成
为沈阳最温暖的一道风景。

“可千万别把我真实名字报出来，许多人
都会和我一样，遇到了这件事都会伸手的。”
刘女士始终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

…………
“有一朵花儿叫丁慧……她用急救唤醒

了人性的高贵……”被丁慧的事迹感动，中国
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宋青松、中国音乐家协
会会员智强创作歌曲《有一朵花儿叫丁慧》，
由演员金山演唱。“丁慧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才
是美。作为艺术工作者，我们要努力发现美，
传播美，让社会多一些丁慧这样的美丽之
花。”宋青松对记者说。

危急时刻，他们选择停下脚步
辽宁，普通人“最美”行为激发社会正能量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密集出台，
持续政策发力之下，全国楼市整体平稳。但不同
城市分化加剧，不少三四线城市楼市、土地市场
出现双升温苗头。在此情形下，楼市调控应从紧
从严、精准出击，增强预期引导，加强秩序整顿，

谨防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为新的风险聚集
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 6 月，在 70 个
大中城市里，35 个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
手住宅销售价格分别同比上涨 6 . 0% 和 4 . 3% ，
涨幅均与上月相同。丹东、遵义、南充、贵阳、大
理等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出现 9% 以上
同比增幅。

同时，三四线城市土地市场量价齐升。机构
数据显示，受监测的 300 个城市中，三四线城市
上半年土地出让金增幅较大，成交楼面均价、土
地平均溢价率等数据的增长率明显高于一二线
城市。

专家分析指出，部分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
除了周期因素，也受到货币、金融、土地、人口等

因素的作用。

具体来看，2016 年以来，一些地方在房
地产市场发生变化、商品住房库存已经不多
的情况下，没有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完善政
策，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仍然偏高；受一二线
城市调控政策的挤出效应影响，需求管控比
较松的三四线城市，房价攀升；一些三四线城
市成为就近城镇化的主要承载地，需求增加
但没有及时增加住房供应。

品牌房企布局下沉至三四线城市，同样
是推动三四线楼市上行的因素。同策咨询的
数据显示，十强房企在三四线城市的销售额
集中度，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由 13% 提
升至 25% 。

针对市场波动，部分三四线城市收紧调
控，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阻断不理性升温蔓
延。丹东等城市继续上调首付款比例；宜昌、
三明、徐州、西双版纳等城市发布“限售”政
策；进入 7 月，佛山、临汾、大理、唐山、枣庄、
西昌等三四线城市，出台了调控政策和措施。

对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政府调控
应加强预期引导、警示风险。专家表示，部分
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速整体低于全国平均增
速，整体来看人口仍在流出，其房价上涨从根
本上缺乏支撑。

记者调研发现，三四线城市分化正在加
剧。一些边远地区、人口外流压力较大的三四
线城市仍有部分库存；一些环京、环沪等热点
三四线城市在严厉调控下，楼市趋稳；一些三
四线城市，多方因素推动楼市升温，但住房有
效供给不足，仍然面临上涨压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多数三四线城市
住宅可售面积回归合理区间，但在地方政府
高涨的土地出让热情和房企拿地力度不减的
情况下，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住房新开工面积
和施工面积攀升，这些城市很可能出现新的
风险积聚。

防止三四线城市成为风险聚集地，地方
政府应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调控主体
责任，切实改善住房供求关系，确保市场稳

定，兼顾棚改、调控、去库存多重目标。

要因地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商品
住房库存不足、房价上涨压力较大的地方，应
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棚改安置政策，采取新
建棚改安置房的方式；商品住房库存量较大
的地方，可以继续推进棚改货币化安置。

在供地方面要严格避免短期行为，不能
因为市场高涨，就大量供应，要从实际供需平
衡出发，长远考虑市场承受力，适时调整住宅
用地供应规模和结构。从宏观金融层面，则要
建立社会投机资金和楼市健康发展之间的
“防火墙”，对短期炒房行为严加限制。

做好三四线城市的楼市调控，使其沿着
健康轨道发展，对确保全国楼市的调控成效
至关重要。三四线城市要根据各地的产业优
势，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科学布局产业与住
房建设，在严格遏制投机炒作的同时，支持居
民自住和进城人员购房租房需求。

(记者董建国、王优玲)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莫让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成新的风险聚集地
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述评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 30 日，我国南
北方多地继续受到高温袭击，各地相关部门
纷纷为烈日下的劳动者送上“清凉”。

江西：凉茶让环卫工人感受清凉

连日来，江西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多地发
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酷暑之下，江西多地纷纷为烈日下的劳
动者送上清凉。在万安，这些天的室外最高温
度均超过 40 摄氏度，户外骄阳似火，不时能
感受到阵阵热浪扑面而来。59 岁的环卫工人
方六香每天都能在休息时喝上几杯解暑的凉
茶，万安县为在烈日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备
足了凉茶，并送到他们工作的清洁路段，让这
些清洁天使在“桑拿天”的高温工作环境下感
受到一丝清凉。

新余市要求各施工企业为一线作业人员
提供必要的防护用品和医药箱及防暑药品，
对不宜从事高温作业的职工调整工作岗位，
确保施工人员宿舍、厕所、淋浴间等临时设施
满足防暑降温需要。

沈阳：“干两头、休中间”

高效运行与劳动保护两不误

服务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
高温条件下仍必须高效运行，为此他们
改革作息制度，做到高效运行与劳动保
护两不误。

辽宁省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中心 30 日
早些时候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
天沈阳、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朝阳
地区，鞍山市区、黑山县、义县的最高气温
将达到 37 摄氏度到 39 摄氏度。

“这绿豆汤清甜好喝，干完活喝一碗既
解乏又解暑，不仅身体舒服，连心情都跟着
好了。”30 日上午，刚完成检车作业的沈阳
车辆段修车车间钳工徐建超，一边擦着脸
上的汗水，一边喝完一大碗绿豆汤。

从 6 月份开始，沈阳局集团公司对部
分高温作业岗位实行“干两头、休中间”作
息制度，上午早下班、下午晚上班，避开中
午炎热高温的时段。

重庆：医务专家提醒公众

注意防暑降温

高温中的人最渴望清凉。重庆部分地
区 30 日一改持续近半个月的高温晴热天
气，迎来降雨降温，日最高气温普遍降低 5
摄氏度以上，“火炉”重庆的市民享受到了
近段时间以来难得的清凉。
受副热带高压持续影响，7月中旬以来，

重庆出现连晴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当天，重庆部分地区迎来降温降雨天
气，梁平、开州、云阳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
和雷电，相关区县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虽然降雨给重庆带来了短暂的凉爽，
但重庆气象台预测，8 月份重庆仍将以高
温少雨天气为主。“老人、孕产妇、肥胖者，
患有疾病特别是甲亢、汗腺功能障碍的市
民，是容易中暑的人群。”重庆市急救医疗
中心急诊科主任黄健告诉记者，在高温环
境下劳动，一定要注意休息、降温。

(采写：范帆、李松、洪可润)

我国南北方多地继续受到高温袭击

烈日下的劳动者感受特别的清凉

 7 月 3 0
日，在浙江安吉
街头“爱心冰柜”

前，一名环卫工
取用饮料。

近日，针对
高温天气，一些
城市街头设立了
“爱心冰柜”，为
环卫工人、交警、
快递员等户外工
作者提供冷饮。
“爱心冰柜”设立
以来，许多爱心
市民 、爱心商家
也主动补充消暑
品供户外工作者
取用，分享清凉
与关爱。

新华社发
（夏鹏飞摄）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近日，浙江、北京、山西检察机
关依法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受贿案、中央
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涉嫌受贿案、河北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受贿一案，由浙江
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浙江
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已
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
人鲁炜利用其担任新华社党组成员、秘书长、副社长、中共
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国家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央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
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
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莫建成涉嫌受贿一
案，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审查后，交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已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莫建成利用其担任中
共通辽市委副书记、通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长、中共通
辽市委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财政
部党组成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
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
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涉嫌受贿一案，由
山西省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移送
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太原市人民检察
院已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被告人张杰辉利用其担任鞍山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鞍山
市委书记、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中分别依法告知了
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人的意
见，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检 察 机 关 依 法 对 鲁 炜

莫建成张杰辉三案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 7 月 30 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网站 30 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6 月 30 日，2018 年上
半年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25677 起，处理
36618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6029 人。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6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692 起，处理 9519 人，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 6802 人。今年 1至 6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问题分别为 4058 起、2516 起、3516 起、3922 起、4973
起、6692 起。

从上半年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类型看，违
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 6429 起、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4516 起、
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 4094 起、违规公款吃喝 3306 起、大
办婚丧喜庆 2651 起、公款国内旅游 1275 起、楼堂馆所违规
问题 909 起、公款出国境旅游 73 起、其他问题 2424 起。

2018 年上半年，共有 1 名省部级干部、527 名地厅级
干部、3906 名县处级干部，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被处理。

上半年全国查处 2 . 5 万多起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处理 3 . 6 万多人

新华社北京 7 月
3 0 日电 (记者施雨
岑)文化和旅游部政
策法规司司长饶权
30 日在国新办发布
会上表示，目前，红色
旅游已经成为我国整
个旅游业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要力戒红
色旅游中的低俗、庸
俗、恶俗现象，寓教于
游，让游客通过参加
红色旅游真正感受革
命历史文化，领略革
命历史精神，接受革
命传统教育。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
日印发《关于实施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
(2018-2022 年)的意
见》，明确提出打造红
色旅游品牌，推出一
批研学旅行和体验旅
游精品线路，促进革
命老区振兴发展。

“我们将以实施
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
程为助推器，在加强
保护的基础上不断强
化革命文物的研究利

用，让历史来说话，让文物来说话，充分发挥
革命文物资源在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方面的独特作用。”饶权特别指出，要提高
红色旅游发展的质量，依托革命文物资源，推
出更多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行、体验
旅游、休闲旅游项目，丰富红色旅游产品的文
化内涵，提升红色旅游的服务质量。

据统计，我国目前有 121处革命旧址和纪
念馆被纳入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281 处革命旧址和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
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各地红色旅游正蓬勃发
展，全国红色旅游年出行人数突破 8 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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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瀛)由八一电影
制片厂等单位出品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浴血
广昌》将于 8 月 1 日起在全国上映。影片改编
自史实，以 1934 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
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围绕赖婆
婆及她的五个红军孙子的普通人物展开故事。

片中，祝希娟饰演赖婆婆。1962 年，祝希
娟凭借《红色娘子军》获得首届电影百花奖最
佳女演员奖。

电影《浴血广昌》

8 月 1 日起上映

新华社郑州 7 月 30 日电(记者
甘泉)尚庄村这几年西瓜、辣椒种植
红红火火。2017 年底，老支书雪二套
提议，用项目资金给村里建个储存
仓库。村两委开会合计是好事，当即
打算找个熟悉的承包商，说干就干。

然而，村里的“门神”霍晓伟把
村干部们拦了下来。“项目涉及资金
120 多万元，可不是小事儿哩！要严
格走公开招标程序。”在他建议下，
一是通过县招标中心对项目公开招
标；二是由党员组成财务小组专门
管账。就这样，尚庄村完成了“史上
第一例公开招标”。

村民所说的“门神”霍晓伟，是
河南许昌市襄城县纪委监委党风室
主任，也是尚庄村的纪检特派员。
2017 年以来，襄城县选派 249 名纪
检特派员按照“一村一纪检”标准，

对全县农村监督全覆盖。这些纪检
特派员，紧盯农村小微权力运行，对
腐败形成强力震慑，农民群众形象
地称之为“门神”。

“到村里第一件事儿，就是在村
室贴上公示牌，张榜公布我的姓名
职务、联系电话。”茨沟乡店南村纪
检特派员付民说。根据襄城县“一村
一纪检”管理办法，纪检特派员定点
包村，经常开展沉村入户访谈、列席
村两委会议、监督“三资”管理等。

“这些纪检特派员下沉农村，既
有知识优势，也有力量优势。”襄城
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朝敏说，他们一方面对农
村惠农政策执行、小微权力运转进行源头把关，防止腐败；
另一方面作为从县机关派下来的专职纪检干部，经验足、顾
虑少，充实了乡村纪检监督力量。

据介绍，纪检特派员重点聚焦扶贫、低保、五保、危房改
建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线索。2018
年以来，襄城县已累计立案查处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16 件，

纪律处分 25 人。
“‘一村一纪检’不仅充实了村一级专职纪检力量，更深

层的影响在于将依法办事、规范用权的理念植入农村基
层。”襄城县委书记宁伯伟说。

湛北乡七里店村支部书记贾行坦言，刚开始觉得上面派
来个“纪委书记”来盯着，是对咱不信任。时间久了，村里的大
小事都帮着把关、出点子，越配合越舒服，“他们不仅是群众
的‘门神’，也是咱村干部的‘门神’，帮咱把风险都挡在了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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