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

驾驶校车超员拟重罚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备受关注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
正案 （送审稿）》2 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 修正案送审稿规定，对驾驶校车超员
但不构成犯罪的， 拟提高罚款处罚幅度，
并增加资格罚、人身罚和财产罚。

于本月开始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
（九）》，在“危险驾驶罪”中增加了有关
校车严重超员的条款。为了与这一规定相
衔接，修正案送审稿也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相关条款作了修改。

现行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

二条规定， 对公路客运车辆载客超过额
定乘员的， 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 超过额定乘员百分之二十或者违反
规定载货的， 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修正案送审稿中则明确指出，从事校
车业务有超员行为，情节较轻的，罚款由
二百元至五百元提高至五百元至二千元；
情节较重的，将罚款由五百元至二千元提
高至二千元至五千元，并增加暂扣六个月
驾照和十五日以下拘留处罚；对严重超员
构成犯罪的， 追究刑事责任并吊销驾照，

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还增加了没
收违法所得的规定。

为了督促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落实
交通安全主体责任，修正案送审稿将处罚
的对象由 “运输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扩大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机动车所有
人、管理人”，并取消了“经处罚不改的”
限制条件。

修正案送审稿还强化了对机动车违
反相关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代替实际驾
驶人接受交通违法处罚和记分等行为的
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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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原来是这样！
———2015 青海（西宁）米堂动漫节成功举办

昨天一次盛大的动漫狂欢在城东中
惠紫金城的米堂动漫文化广场落下帷幕，
来自全省各地近万名爱好者欢聚一堂，
共度了一次属于他们的节日。

本次动漫节是米堂动漫文化广场的
首次亮相， 活动不仅吸引了众多本地动
漫爱好者， 更是将动漫的概念延伸到了
大众的视角上， 真正将 “动漫” 这一一
直被人们所偏执的产业， 进行了一次彻
底的包装， 让动漫的亲切感、 创意性、
时尚感和娱乐性呈现在大众面前。 活动
共吸引了来自北京、 上海、 广州、 西安、
兰州、 福州、 成都等全国 10 余个城市的
参展商参展， 更是得到必胜客、 康师傅
等品牌商家的大力支持， 在活动的趣味
性和丰富性上获得了显著的提升。

现场有近千名的动漫爱好者， 用现
在最流行的动漫真人秀即 COSPLAY 的
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动漫的热爱， 表达着

他们对动漫的喜爱和年轻的热情， 正是
这些热情阳光的年轻人为夏都动漫创意
产业未来的发展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笔者了解到 “米堂” 是以传达动漫
创意文化和鼓励年轻人创意发展为主旨
的全新的综合主题广场， 致力于打造青
海首个动漫创意产业基地和青年创意文
化创业基地， 同时围绕最新的第四代商
业体概念， 引进北京、 上海先进的文化
和商业理念， 对接全国动漫创意类主题
商家， 中国动漫节， ChinaJoy 等国家级动
漫展会， 还有亚太动漫协会、 中国动漫
协会、 中国美术学院等机构院校， “米
堂” 将建设青海第一个体验式商业集群
和年轻人泛动漫 “产、 学、 研” 一体化
的综合体。
活动亮点：

1、 看夏都动漫人自己的 COSPLAY
����COSPLAY 不仅属于大城市， 也不仅仅

属于年轻人， 我们夏都
也有自己的 COSER， 积
极、 阳光、 乐观、 激情！
每个人都在生活中进行
着 COSPLAY， 而本次活
动 正 是 一 次 真 正 的
COSPLAY 聚会， 国内知
名 COSER 美歪和欣奇
SAIKI 加盟活动， 为活动
提供实力的保障。

2、 看西宁年轻人自己打造的创意市
集

一个属于创意的集市， 这里有众多
年轻人自己创造和发明的小商品， 凝聚
着夏都创意青年的力量结晶。

3、 看国漫佳作， 体验动漫女仆文化
支持国产动画， 弘扬国漫文化， 首

次在会展中植入对国产动漫的支持， 将
对国漫的重视态度提升至大众的角度，

同时将动漫文化通过别具特色的表现手
法进行氛围的营造和形式推广， 让大家
更易接受。

4、看年轻人的新式社交
年轻人身着 COSPLAY 服装表示他们

对动漫作品，动漫人物的喜爱，一种建立
在玩乐上的新型社交正通过年轻人对动
漫的热情逐步建立，他们是一种同类人群
的形式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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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火星探测器首次公开亮相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 日电 我国自主发

射的火星探测器将在第 17 届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首次公开亮相。2 日，在主办方
组织的记者探营活动中，记者率先目睹了
这位将造访火星的“中国客人”风采。

第 17 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 11
月 3 日至 7 日在上海举行。 在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公司的展台上，整体为金黄色的火
星探测器被摆放在中心位置，尤为引人注
目，工程人员正忙着进行最后的安装。

据在博览会现场的上海航天技术研
究院卫星专家牛升达介绍，我国自主火星
探测的任务将通过一次发射，完成火星全
球综合遥感和着陆巡视勘察两项探测任
务。 因此，火星探测器也分为“环绕器”与
“着陆器”两个部分。 此次展示的火星探
测器与实物相比的比例为 1 比 3， 上面的
圆锥状部分为“着陆器”，下面的六面体
为“环绕器”，此外还有一个十分醒目的
白色高增益天线，用于地球与火星之间的
远距离通信。

据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经过多
年的攻关与积累，目前已经完成了多项关
键技术的突破， 正按照 2020 年发射计划
进行紧锣密鼓的研制，进展顺利。

据牛升达介绍，探测火星，需要突破
深空超远距离测控通信、 火星制动捕获、

在轨长期自主管理、稀薄大气减速与安全
着陆等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 火星探测器
的最远通信距离约 4 亿公里，是地月距离
的 900 多倍，按光速 38 万公里 / 秒的速度
计算，与地面测控站的往返“对话”一次
需要 40 多分钟，而且传递的“声音”将会
非常的微弱。 因此，要实现如此远距离的
有效通信， 需要克服巨大的信号衰减、传
输时延和外界干扰等因素，对于中国航天
专家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除了深空测控技术，深空自主控制技

术也是一大难点。 目前，我国已发射的卫
星都是由地面来控制的，地面控制中心可
以根据运行状态对卫星进行及时有效的
调整。 而火星探测器因为距离太远，信号
往返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时延太长，在大
多数情况下， 探测器主要得靠自主控制，
独立完成帆板展开、对日定向、制动捕获、
器器分离和故障诊断等功能。

记者看到，此次首次公开亮相的火星
探测器， 为了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内部结
构，还专门开设了一扇玻璃展示窗。

一警车失控
致 7 车连撞

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近日， 网上曝出
“武汉发生一起因警车失控导致车辆连环
相撞事故”的消息，并附有网友拍摄的相
关照片。 记者 2 日采访了解到，武汉警方
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表示并将积极配
合事故理赔。

有目击者告诉记者，事发时一辆车牌
号为“鄂 A1564 警”的警车，突然冲撞一
出租车尾部。 出租车左侧后轮被撞掉，车
身受损严重，车上一乘客受伤。 警车前部
右前方受损严重。 出租车被撞后引发多车
追尾，一私家车内一对母女受伤。

2 日下午，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
通过新浪微博“平安武昌”发布通报称，
当天上午 7 时 30 分许， 分局水果湖警务
站接到群众报警后， 民警刘某带领一协
警，驾驶警车（鄂 A1564 警）赶赴现场，在
行至中北路车家岭德成大厦附近时车辆
失控，与前方车辆发生碰擦后，撞上正在
右侧车道等候红绿灯的出租车，导致 7 车
相撞，4 人受轻微伤。

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在通报中
表示，将积极配合保险公司理赔，并对工
作车辆进行检查，排除安全隐患。

目前，警方正就事件原因展开调查。

推出私人定制公交
网上选座票价 5 元

比打车便宜、比开车环保、比常规公
交更舒适的私人定制公交出行服务，想体
验吗？ 11 月 1 日，为乘客提供私人定制公
交出行服务的渝约公交发布了重庆首批
两条定制公交线路，并开始招募乘客。 定
制公交采用一人一座、快速直达、优质优
价的服务方式， 让乘客实现 “出门即乘
车，下车到单位”。

11 月 1 日，两条为乘客私人定制的公
交线路出炉。 在招募公告上还发布了两条
线路的开行时间和预计运行时间。每个站
点都有两个发车时间，供市民选择。 线路
招募的截止时间是 11 月 30 日。 同时，记
者注意到，两条定制公交线路全长均为约
19 公里，在工作日开行。 因为采取一站直
达的运行模式，乘客无需换乘，步行距离
也有所缩短，更节省时间。

两条线路的票价均为 5 元，实行网上
支付。 乘客不仅可以预订，还可以像坐飞
机一样，实现网上选座，先到先选。

据《重庆晨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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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7 种农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张宝文 2 日介绍， 2014 年，
我国棉花、 油料、 肉类等主要农产品产
量居世界第一。

张宝文当天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农业法执法检查情况时说， 2014 年， 我
国棉花、 油料、 肉类、 禽蛋、 水产品、
蔬菜、 水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分别达到
617 万吨、 3507 万吨、 8706 万吨、 2893
万吨、 6450 万吨、 76005 万吨和 16588 万

吨 ， 均居 世 界 第 一 。 粮 食 产 量 达 到
12140.5 亿斤， 实现了“十一连增”。

张宝文表示， 近年来， 各级政府大
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确保粮食和
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 “十二五” 以
来， 中央财政累计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
金 1596.9 亿元， 建设高标准农田 1.35
亿亩， 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1.52 亿亩，
亩均新增粮食生产能力 100 公斤以上。
从 2010 年起， 实施新增 1000 亿斤粮食

生产能力规划， 扶持 800 个产粮大县改
造中低产田， 打造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粮
田。

张宝文还介绍， 2011 年到 2015 年，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
设资金 1368 亿元， 加强农田水利重点县
建设 ， 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9.68 亿
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48%， 其中节水灌
溉工程面积 4.35 亿亩。 这些都有效地提
升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11月 2 日， 在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的展台上， 整体为金
黄色的火星探测器模
型被摆放在中心位
置， 工程人员正忙着
进行最后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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