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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9_E6_9C_c26_514285.htm 一、国内部分： 1.９月２日上午

，在汶川大地震过去１１０多天、灾区大规模恢复重建工作

即将展开之际，正在四川地震灾区考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总指挥温家宝，

在赴汶川大地震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慰问受灾群众后，就近在

居民安置点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回答了记者提问。(详见此

处) 2.９月２日，第四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简

称东北亚博览会）在吉林省长春市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国内

外的上万名客商云集于此进行交流洽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博览会开幕。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２日来到位于国家奥林匹克公园

中心区的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参观了正在这里展出的“奇

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由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科

协主办的这次展览，分为“锦绣华服”、“雄奇宝器”、“

典藏文明”、“泱泱瓷国”４个专题，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

科技的辉煌灿烂、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揭示了中华文明对

推动世界文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4.9月4日上午，记者从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获悉：汶川地震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8451.4亿元，其中四川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９１．３

％，甘肃占５．８％，陕西占２．９％，其他各省的损失之

和不到20亿元。文物损失、档案损失和生态环境破坏等间接

损失未入统计。 5.北京２００８年残奥会开幕式６日晚在国

家体育场隆重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北京



残奥会开幕。来自１４７个国家和地区的残疾人运动员，同

全场９万多名观众共同分享这一期盼已久的盛会。２２时５

９分，第七棒火炬手、曾连续３次获得残奥会跳高金牌的侯

斌在祥云台上接过火炬。在现场观众的注目下，坐在轮椅上

的侯斌用自己的双手，用力拉着绳子向上攀升，一直升到３

９米高的火炬燃点，点燃了北京残奥会主火炬塔。 6.在女子

１０米气步枪立射ＳＨ１（下肢残疾）项目的比赛中，斯洛

伐克“黑马”瓦多维乔娃夺冠，这是北京残奥会的首枚金牌

。 7.9月7日，中国选手杜剑平在男子100米自由泳S3级决赛中

打破世界纪录并获得中国代表团在北京残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 8.规模创历届之最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8日

上午在厦门拉开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王岐山出席开馆式。 9.9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邀请8位来自基层的中小学教师，参观中南海，

并进行座谈。（详见此处） 10.９月９日，适逢国家图书馆建

馆９９周年，国家图书馆二期暨国家数字图书馆正式开馆接

待读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全国政协

副主席孙家正出席了开馆仪式。新馆建成后，国家图书馆的

建筑面积将达到２５万平方米，居世界上国家图书馆第三位

。 11.正当北京2008年残奥会进行期间，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于

９月１１日晚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大型音乐舞蹈《我的梦》

作品五。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国际残奥

委会主席克雷文，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等观看

了演出。 12.第十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9月13日在大连落

下帷幕。第二十九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各大奖项名花有主，



电影《集结号》一举捧得4项大奖。陈强、袁乃晨两位老电影

艺术家被授予金鸡奖终身成就奖。 13.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特别重大

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初步

调查，这是一起特别重大责任事故，在社会上造成了特别恶

劣的影响。鉴于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同志、副省长张建民同志

对上述事故负有领导责任，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

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同意接受孟学农同志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

，同意免去张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14.卫生部１１

日晚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

，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

相关部门调查，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卫生部专家指

出，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

石。石家庄考试，大网站收集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１１日

晚则发布产品召回声明称，经公司自检发现２００８年８月

６日前出厂的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的污染

，市场上大约有７００吨。记者１２日从河北省石家庄市政

府获悉，经调查了解初步认定，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所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

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７日

８时，各地报告临床诊断患儿一共有６２４４例。由“三鹿

奶粉”引发的奶粉质量安全问题已经蔓延到了２２家乳制品

企业，由此暴露了奶粉行业的“潜规则”问题，引起了一场

奶粉行业的信任危机。这件事情深刻地表明，企业必须承担



起自己的的社会责任，否则就会自食苦果。 15.北京２００８

年残奥会闭幕式１７日晚在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来自世界

各国各地区的数千名残疾人运动员、教练员和来宾，同现场

９万多名观众一起，热烈庆祝北京残奥会取得圆满成功。“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北京残奥会

出色的赛事组织、完善的无障碍设施、人性化的服务，赢得

了运动员、教练员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残奥会赛场上

，来自１４７个国家和地区的４０００多名残疾人运动员顽

强拼搏、奋勇争先，刷新了２７９项残疾人世界纪录和３３

９项残奥会纪录。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８９枚金牌、２１１

枚奖牌，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创造了中国体育代表团

参加残奥会以来的最好成绩。 16.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１７日

在河南郑州开幕。包括１００余位两院院士在内的一万多名

来自全国各地、各学科领域，工作在科研、生产、教学第一

线的科技工作者及国际友人参加了本届年会。 17.经国务院批

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９日起

，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征收方式，将现行的对买卖

、继承、赠与所书立的Ａ股、Ｂ股股权转让书据按１％。的

税率对双方当事人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调整为单

边征税，即对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Ａ股、Ｂ股股权转

让书据的出让方按１％。的税率征收证券（股票）交易印花

税，对受让方不再征税。 18.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

委书记贺国强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带着党中央、国务院的

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２２日上午乘专机抵达银

川，参加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５０周年庆祝活动。２２日下

午，宁夏博物馆宝鼎广场彩旗招展，鼓乐喧天。由胡锦涛总



书记亲笔题写鼎名的“民族团结宝鼎”赠鼎仪式在这里隆重

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代表团团

长贺国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一起拉动大红绸

布，为中央人民政府赠送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宝鼎揭幕。 19.根

据国家处理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三鹿牌婴幼

儿奶粉事件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依据《国务院关于特

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

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

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

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鉴

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

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 20.２３日上午，宁夏各族各界

群众两万多人欢聚在银川览山剧场，热烈庆祝宁夏回族自治

区成立５０周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

国政协、中央军委向庆祝大会发来贺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纪委书记、中央代表团团长贺国强率中央代表团出

席庆祝大会，与宁夏各族各界群众一道共庆节日、共享欢乐

。 21.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决定，神舟七号飞

船将于９月２５日２１时０７分至２２时２７分择机发射，

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经过总指挥部负责人和航天员选评委员

会一致表决通过，确定由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组成执行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 22.北京时间９月

２５日２１时１０分０４秒，我国航天事业又迎来一个历史



性时刻，我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发射升空，２１时１９分４３秒准确进入预定轨道。在

随后的飞行过程中，我国航天员将首次进行空间出舱活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亲临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现场观看飞船发射。 23.26日4时03分，神舟七

号飞船成功进行变轨，由入轨时的椭圆轨道进入距地球表

面343公里的近圆轨道。 24.内蒙古满洲里口岸第五代国门于

近日落成。国门总长105米，宽46.6米，总面积5905.51平方米

，是我国边境线上最大的国门，同时也是满洲里市标志性景

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5.９月２７日１６时４１分００秒

，我国航天员翟志刚打开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轨道舱舱门，首

度实施空间出舱活动，茫茫太空第一次留下中国人的足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北京航

天飞行控制中心观看航天员出舱活动实况，并在出舱活动结

束后同航天员通话。 26.第二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27日下午

在天津滨海新区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

键抉择。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国家才有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一定要贯穿于中国

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圭亚那总

统贾格德奥、黑山总理久卡诺维奇、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

等出席会议。 27.中共中央政治局28日召开会议，讨论党的十

七大和十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推进农

村改革发展等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

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

０月９日至１２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



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

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 28.２

８日１７时３７分，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安然着陆。专

程前来观看飞船回收实况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和在场的载人航天工程指挥、技术人员一起热烈

鼓掌，共贺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 二、国际

部分： 1.日本首相福田康夫9月1日晚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

，宣布辞职。福田说，由于在野党在国会的不配合，许多应

该决定的事情定不下来，或者要花很长时间。考虑到日本目

前的经济形势，在以后的国会上决不应发生这种情况。他认

为必须在新的领导体制下谋求政策的实现，因此决定辞职。(

详见时事人物-福田康夫) 2.格鲁吉亚外交部新闻司２日说，

格鲁吉亚当天正式宣布同俄罗斯断交。格外交部新闻司当天

在格外交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关于断交的照会已经于当天

送达俄罗斯驻格鲁吉亚大使馆，但格俄仍将保持领事关系。

3.泰国总理沙马２日宣布曼谷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沙马是在

支持政府和反政府两派示威者２日凌晨在曼谷发生流血冲突

后作出这一决定的。2日凌晨，支持政府的数千名群众向总理

府进发，与占据总理府多日的反政府示威者发生激烈冲突。

军队出动后制止了双方的冲突。沙马随即宣布了紧急状态令

。 4.泰国文化部长颂萨４日说，泰国将举行全民公决，以解

决泰国当前面临的政治危机。 5.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

５日正式宣布参加将于本月２２日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

麻生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虽然福田康夫首相突然宣布

辞职，但不能因此而止步不前。他称自己背负着重大的使命



，他将在总裁选举中强调恢复国内经济和消除国民不安。 6.

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及四省议会6日同时举行总统选举。巴人民

党联合主席、已故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战胜了穆斯

林联盟（谢里夫派）候选人、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西迪基

和穆斯林联盟（领袖派）候选人、参议员穆沙希德侯赛因，

赢得了大部分的选票而获胜，当选为巴基斯坦第十一任总统

。 7.朝鲜9月8日在平壤举行中央报告大会，隆重纪念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国６０周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内阁总理金英日、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

金永春次帅、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金一哲次帅等党政军领导

人出席大会。 8.泰国宪法法院９日下午判决沙马在出任泰国

总理后主持烹饪电视节目违反宪法。根据宪法第１８２条款

，沙马被立即剥夺总理职务。法院在判决书中说，沙马违反

宪法关于内阁成员不得受雇于私营公司的第２６７条款。宪

法法院的９名法官一致判决，沙马失去担任总理的资格。沙

马成为泰国历史上被法院判决违法而被剥夺职务的第一位总

理。 9.泰国人民力量党执行委员颂萨１２日说，泰国人民力

量党主考，试大网站收集席、前总理沙马已决定放弃参加总

理竞选。颂萨表示，由于国会下议院有关总理人选投票会议

流产，沙马决定放弃参加总理选举。泰国民族新闻集团报道

说，沙马放弃参选是因为人民力量党内部在有关是否提名他

为总理候选人的议题上分歧严重。沙马因主持电视烹饪节目

，9月9日被宪法法院判决违宪，并被剥夺了总理职务。连日

来，围绕着总理位置的各方角逐，动荡多日的泰国政局变得

更加复杂。 10.12日，美国政府做出回应，驱逐委驻美大使阿

尔瓦雷斯。同时美财政部宣布，对委政府两名高级官员和一



名前官员实行制裁，以报复查韦斯驱逐美国驻委大使的行动

。这一态势表明，美国与拉美左翼政府的新一轮外交冲突开

始，美国与拉美国家关系再度紧张。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1

日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宣布，美国驻委大使帕特里克杜迪为不

受欢迎的人，限其在72小时内离境，以作为美国驱逐玻利维

亚驻美大使的回应。查韦斯还向全国表示，委支持玻总统莫

拉莱斯和玻人民。委内瑞拉将重新评估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并立即召回委驻美大使阿尔瓦雷斯。 11.经过48小时紧张激烈

的谈判，已有94年历史的华尔街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14

日同意以每股29美元、总价约440亿美元的价格将自己出售给

美国银行。这一收购价较美林上周五收盘价17.05美元溢

价70%。公司董事会周日晚间已批准了这项交易，交易将交

付股东和政府监管部门审核批准。15日一大早，美国第四大

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15日美国股市一

开盘，道指就下跌300点。美国舆论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金

融危机正进一步加剧，美国金融业将呈现新格局。 12.16日下

午3点，第63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大会议厅正式

拉开帷幕。联大主席、尼加拉瓜前外交部长米格尔德斯科托

布罗克曼（Miguel d’Escoto Brockmann）主持了本届联大的

第一次全体会议。布罗克曼在会上发表了他第63届联大主席

的首次讲话。布罗克曼说，本届联大的主要任务是将联合国

变得更加民主，以便确保联合国像民众所要求的那样，继续

作为全世界获取和平与安全最重要和最必不可少的组织存在

。布罗克曼在讲话中还对本届联大所面临的贫困、饥饿、高

油价和粮价、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人权、核裁军和核控制

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3.据朝鲜中央通讯社19日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9日说，由于美国无限期推迟将朝从“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因此朝鲜已中断宁边地区核

设施的去功能化，并且于不久前已经开始宁边核设施恢复工

作。 14.法国总统萨科齐１８日晚在爱丽舍宫接见了刚刚从北

京回国的法国残奥会代表团和中国残疾人击剑运动员金晶，

他在致辞中说，北京残奥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15.日本自

民党总裁选举２２日下午在该党总部举行，68岁的自民党干

事长麻生太郎以３５１票的巨大优势击败另外4名候选人，当

选第二十三任自民党总裁。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占多数

议席，如果不出意外，新总裁麻生将成为日本新首相。按既

定程序，24日举行的临时国会将提名麻生出任第九十二任日

本首相，同日麻生将组成新内阁。 16.日本自民党新总裁麻生

太郎在24日下午举行的临时国会上当选日本第九十二任首相

。麻生首相于同日傍晚组成新内阁。新内阁成员有内阁官房

长官河村建夫，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财务大臣中川昭一，

农林水产大臣石破茂，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甘利明等。少子老

龄化对策担当大臣小渊优子等5人是首次进入内阁。经济产业

大臣二阶俊博等5名前内阁成员留任。此前，在任365天的福

田内阁24日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集体辞职。 17.美国总统布什24

日匆匆从联合国赶回白宫，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的黄金时

段，就经济形势向全国发表了电视讲话。布什警告称，整个

美国经济正面临陷入长期衰退的危险，呼吁国会两党合作，

尽快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这是过去一年多以来布什

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也是迄今为止他对金融危机和美

国经济形势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警告。 18.日本新首相麻生太郎

于美国当地时间２５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日本将



增进与中国和韩国的“互惠与共益”。麻生在演讲中说，中

国和韩国对日本来说是重要的伙伴，应与两国进一步增进“

互惠与共益”。日本必须与这两个国家以及东盟推进多层次

合作，为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共同努力。 19.27

日，位于非洲中部的苏丹当选为77国集团主席，这是苏丹外

交政策的巨大胜利。77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3月，现有成员134

个。该集团的宗旨是在国际经济领域内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

结与合作，推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加速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支持

其正义主张和合理要求。"#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