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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快的散场音乐已经响起，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参会的记者们已经纷
纷开始离席，这时记者席上有人大声
对着总理喊出了自己的问题：“今天
是‘3·15’，总理您能给消费者说几
句话吗?”

3 月 15 日中午，李克强总理举行
记者招待会，在连续回答 18 个中外
记者提问后，再次驻足，回答了这道
“追加题”。

“我和大家都是消费者，都需要
权益保护。用网络语言说：我们要给优
质产品 ‘点赞’，把不良奸商 ‘拉
黑’!”总理简短有力的回答，引发台
下记者的一片掌声。

统计数据显示，李克强总理今
天连续回答了 19 个中外媒体记者
的提问，创下了近 20 年来总理记者
招待会之“最”。而在两个多小时的
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不仅就关系
内政外交的诸多宏大议题妙语迭
出，回答中外媒体的重大关切，还不
时与中外记者幽默互动，让会场气
氛持续升温。

美国彭博社记者提问时，首先用
中文向李克强问好，随后“切换”到英
文提问。李克强幽默插话：“你可以继

续用中文，给你充分的时间。”
“我的中文不够，对不起。”这位

记者用磕磕绊绊的中文回答，让现场
笑声一片。

而在日本经济新闻社记者用中文
全程提问后，李克强笑着 “反客为
主”，询问他“在哪里学的中文”?

“我刚开始是在北京学的。”这位
记者说完，又补充了一句，“在台湾待
过，可能有‘台湾腔’。”

总理与记者的轻松互动，让人民
大会堂金色大厅再次响起一片笑声。

“总理在记者会上的回答从容不
迫，风趣幽默，彰显了大国总理的开放
自信。”有网友如此评论。有些细心的
媒体注意到，在务实专业回答提问的
同时，不时与记者幽默互动，早已成为
李克强总理记者招待会的“标配”风
格。

2014 年两会记者会上，面对提问
者“人民日报、人民网和人民日报客
户端记者”的自我介绍，李克强笑言
自己很高兴能“一石三鸟”回答问题。
而今年听到来自“中央电视台、央视
网、央视新闻移动网记者”的提问时，
李克强立即回应：“终于又听到‘三位
一体’的记者提问了!”

甚至，在记者提问“卡壳”的时候，
总理还会贴心帮记者“圆场”。澎湃新闻
记者在提问中介绍，他们与今日头条客
户端联合发起投票，有 2131 万名网友
关注“房屋产权 70 年到期后怎么办”。
也许因为紧张，她没有介绍投票的具体
排名结果。

“我也想问一下，诸多问题当中你
讲的这个问题是排在第几位?” 李克强
笑着问这位记者。得到“排名第一”的回
答后，李克强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恒
产者有恒心。网民对 70 年住宅土地使
用权到期续期问题普遍关心可以理
解。”

总理进一步强调：对 70 年土地使
用权到期房屋，可以续期，不需申请，没
有前置条件，也不影响交易。国务院已经
责成相关部门就不动产保护相关法律抓
紧研究提出议案。

当面对记者的犀利提问，李克强同
样以幽默巧妙化解。财新网、财新周刊记
者在提问中暗藏机锋：“如何看待汇率
下跌、外储下降或者外汇管制的代价?这
几害相权您会作何选择?”

“你给我提了三个问题让我做选择
性回答，我想我还是分开回答。”李克强
笑道。他随即明确强调，人民币在国际货

币体系中是有分量的，汇率会保持基本
稳定。

英国路透社记者提问说，在中国去
产能的背景下，“如果我是一名矿工或
是钢厂工人，能在本省找到什么新工
作?”

李克强首先承诺，中国政府“最关
心的就是在去产能过程中如何安置好
职工”，将会在推动发展新动能的过程
中，创造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你是一名煤矿工人，这个矿
被淘汰，或者暂时停产了，我看你有很
强的、灵活的就业能力，我建议你到新
动能去，或者到老动能当中产生的新职
业当中去。”总理对英国记者的巧妙回
应，再次引发全场笑声。

时间已到中午，但现场记者举手提
问的热情依然高涨。主持人因此再度追
加两个提问机会。而在记者会结束后，
一位记者关于“3·15”的追问，成为这
场发布会的第 19个问题。

在总理简短的回答结束后，已经
走出座位的记者们为总理的回答热
烈鼓掌。这一总理与记者的互动场
景，构成了当天总理记者会的“最后
一幕”。

新京报

今年总理记者会创下 20年之“最”

3 月 14 日在贵
州省遵义市余庆县
白泥镇团结村航拍
的田园景色。春耕时
节，各地乡间田野上
绿意盎然。

贺雨生 摄

“目前医院最贵的牙植体 8 万
元一枚，种一口牙相当于一辆宝马
车。”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
西口腔医学院主任医师周学东的一
席话，经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也让“换牙贵”的话题再度进入公
众视野。

那么，换牙究竟有多贵？换口牙
价格真的相当于买一辆宝马轿车
吗？日前，中新网记者走访北京几家
口腔医院，进行了调查采访。

换牙真的很贵？
———北京一医院种颗牙起步价

1万 7
“换牙贵”，其实主要说的是种

牙贵。那么，种牙真的很贵么？此前，
有媒体调查发现，在公立医院，一颗
种植牙的价格在 6000 元到 1.3 万
元之间。其中，种植体的费用占了大
头。

日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几家口
腔医院发现，种牙的价格确实不低，
一颗牙多在万元以上。

其中，在西城区阜成门外附
近的一家牙科门诊，种颗牙的报
价在 1.5 万元到 2.3 万元。记者在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种植科
了解到，种一颗牙的起步价在 1.7
万元。而在阜成路附近的一家医
院，种一颗牙的最低报价在 2 万
元左右。

对于“种牙贵”，准备在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院种牙的韩女士深有感
受。她也告诉中新网记者，在这里，
种一颗牙的花费至少在 1 万 7 千
元左右，种好点的牙则需要几万元。

“这样算下来，换口牙少说也
要 40万元以上。所以，换口牙一辆
宝马没了，这说法真的一点都不夸
张。”韩女士说。

“种牙贵”贵在哪？
———或因人力成本高
“种牙贵”原因何在？此前，有

媒体分析，种植牙太贵，和中国人
自己生产不出一颗好的种植牙有
关。

有业内人士也曾指出，国产口
腔耗材产业起步晚，后来由于质量
良莠不齐，逐渐被市场淘汰，如今口
腔市场“洋品牌”早已形成垄断地
位，其中瑞士、德国、韩国占据“三
甲”。由于市场对种植牙存在刚性
需求，不仅患者缺乏话语权，医院在
采购时也难有议价能力。

“其实，材料只是种牙贵的原
因之一。”东莞口腔医院院长王立
超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分析，
以广州为例，公立医院种一颗牙的
价格最低在 7000 元左右，其中材
料成本需要 3500 元至 4000 元左
右。

在王立超看来，种牙贵的主要
原因在于种牙技术门槛高，培养一
个合格的专业医师所需要的周期很
长，人力成本也很高。当前，中国的
专业医师仍不多，他所在的医院月
薪开到 12 万元，都很难招到合适
的人才。

此外，他还指出，种牙贵的另一
原因是医院还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成本，若种牙失败而导致纠纷，医院
也需赔付患者。

中国新闻网

种口牙相当于买辆宝马？
北京一医院种颗牙 1万 7起步

日前，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中国
首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将于今年首
飞。

据了解，C919 首架机总装下线
以来，项目在系统集成试验、静力试
验、机上试验、试飞准备等几条主线上

稳步推进，目前首架机已进入首飞准
备状态。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官方
信息显示，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飞
机。C919 飞机标准航程型设计航程

为 4075 公里，增大航程型设计航程
为 5555 公里，可满足航空公司对不
同航线的运营需求。其基本型全经济
级布局为 168 座，混合级布局为 158
座。

人民日报海外版

国产客机C919今年首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2015 年初, 我国出
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当
年 6 月, 我国启动了为期三年的国
家公园体制试点。根据相关资料,我
国目前共有 9 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我

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包括长
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 3 个园区,总
面积为 12.31 万平方公里,占三江源
面积的 31.16%。这也是目前试点中
面积最大的一个。

作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是我
国重要的淡水供给地,长江、黄河、澜
沧江三大河流维系着全国乃至亚洲
水生态安全命脉,是全球气候变化反
应最为敏感的区域之一,也是我国生
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之一。正在试点
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自然修复为主,
保护冰川雪山、江源河流、湖泊湿地、
高寒草甸等源头地区的生态系统,维
护和提升水源涵养功能。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旨在

进一步加强大熊猫栖息地保护。试点
区总面积达 2.7 万平方公里,涉及四
川、甘肃、陕西三省, 其中四川占
74%。

国家公园试点区加强大熊猫栖
息地廊道建设,连通相互隔离的栖息
地, 实现隔离种群之间的基因交流;
通过建设空中廊道、地下隧道等方
式,为大熊猫及其他动物通行提供方
便。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选

址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界的老爷岭
南部区域,总面积 1.46 万平方公里。

其中,吉林省片区占 71%,黑龙江省
片区占 29%。

该试点区旨在有效保护和恢复
东北虎豹野生种群, 实现其稳定繁
衍生息; 有效解决东北虎豹保护与
当地发展之间矛盾, 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湖北神农架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拥有

被称为“地球之肺”的亚热带森林生
态系统、被称为“地球之肾”的泥炭
藓湿地生态系统,是世界生物活化石
聚集地和古老、珍稀、特有物种避难
所,被誉为北纬 31°的绿色奇迹。这
里有珙桐、红豆杉等国家重点保护的
野生植物 36 种,金丝猴、金雕等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 75 种。

试点区整合现有的神农架 “国
字头”保护地,面积为 1170 平方公
里。

浙江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位于

浙江省开化县,这里拥有大片原始森
林,生物丰度、植被覆盖、大气质量、
水体质量均居全国前列,是中国特有
的世界珍稀濒危物种、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黑麂的主
要栖息地。

试点区面积约 252 平方公里,包
括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
国家级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
胜区以及连接自然保护地之间的生
态区域,区域内涵盖 4 个乡镇。

湖南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位于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

治县,试点区整合了原南山国家级
风景名胜区、金童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白
云湖国家湿地公园 4 个国家级保
护地,新增非保护地但资源价值较

高的地区, 总面积 635.94 平方公
里。

这里植物区系起源古老,是生物
物种遗传基因资源的天然博物馆,生
物多样性非常丰富;还是东亚—澳大
利亚鸟类迁徙通道。

福建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位于福建省北部,试点范围包括

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和九曲溪上游保护
地带,总面积 982.59 平方公里。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关键地区,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
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
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也是珍稀、特有
野生动物的基因库。

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目前北京长城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区总面积 59.91 平方公里,长城总
长度 27.48 公里, 以八达岭 - 十三
陵风景名胜区(延庆部分)边界为基
础。

试点区域的选择旨在保护人文
资源的同时,带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建设,达到人文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
的目标。通过整合周边各类保护地,
形成统一完整的生态系统。

云南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

试点区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
治州香格里拉市境内,试点区域总面
积为 602.1 平方公里。

普达措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拥
有地质地貌、湖泊湿地、森林草甸、河
谷溪流、珍稀动植物等,原始生态环
境保存完好。试点区分为严格保护
区、生态保育区、游憩展示区和传统
利用区, 各区分界线尽可能采用山
脊、河流、沟谷等自然界线。

新华社

进行中的 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3 月 14 日，2017 年全国农民工工
作暨家庭服务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
京召开，国务院农民工办主任、全国家
服办主任、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透露，
截至 2016 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2 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69 亿
人，分别比上年增加 424 万人和 50 万
人。

邱小平指出，过去一年，农民工
就业创业取得新进展，完善和落实
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政策，组织 206
个县级地区开展支持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试点。截至 2016 年末，全
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2.82 亿人，其中
外出农民工 1.69 亿人。农民工劳动
权益保障取得新成效，全年共查处
工资类违法案件 32.3 万件，追发工
资待遇 350.6 亿元，欠薪案件和金
额均较上年下降。积极完善社会保
险制度，年末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养
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农
民工分别达到 5825 万人、4825 万
人、4659 万人、7510 万人。继续畅通
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绿色通
道，全国仲裁机构受理涉及农民工
的劳动争议案件 34.1 万件，涉及农
民工 48.5 万人。扩大法律援助覆盖
面，为 52 万人次的农民工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
邱小平还指出，中央用于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的奖励资金达到 100 亿
元。国办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方案》，各地区普遍放宽农业
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条件，25 个省
（区、市）出台或修订了居住证暂行条
例实施办法。全国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
教育纳入政府财政保障的接近 90%，
除西藏外的各地共有 11.8 万名符合条
件的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较
2015 年增长 47%。基本公共卫生计生
服务已基本覆盖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
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全国有
1800 多个市县已将农民工纳入公租房
保障范围。稳步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整省试点扩大到 22 个省 （区、
市）。

邱小平提出，2017 年农民工工作
将以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
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积极促进农
民工就业创业，切实维护农民工劳动保
障权益，推动农民工逐步实现平等享受
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在城镇落户，努力
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人民网

人社部：农民工已超 2.8 亿 将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今，酒
后代驾为市民提供了不少便利。近日，网
上有消息称，一伙从事酒后代驾的人与
碰瓷党相串通，对酒后车主进行敲诈，引
发各方关注。对此，江苏、广西等地交警
部门表示，目前未接到过此类报案，但仍
提醒广大司机，类似情况要提前防范。

酒后找代驾 却遇碰瓷党
网传消息称，车主李先生大年初一

与亲戚朋友聚会后，喝了不少酒，于是
通过微信叫了代驾。该代驾行至小区门
口后，以家里有急事要先走为由，让李
先生自己开车进车库。

李先生行驶到地下车库入口时，一
辆自行车猛冲过来。两车撞个正着，自行
车上还放有几瓶白酒，白酒全被打碎了。
事发后，对方开口就称，虽然是他撞李先
生的，但闻到李先生一身酒气，肯定是酒
驾。这些白酒“价值 3万多元”，也要李
先生赔偿。由此，李先生只得赔钱了事。

该消息还称，这类碰瓷党会“根据
车辆档次提出 8000 至 2 万元的赔
偿”，并且“大多以 2万元成交”。

警方：未接此类报案 但应提前防
范

针对此类 “代驾勾结碰瓷党”事

件，江苏、广西等地交警部门均对此作出
了回应，称未接到过此类报案，但仍提醒
广大司机，类似情况要提前防范。广西南
宁市公安局官微“南宁公安在线”称，这
个案例中的局其实利用的就是司机的疏
于防范心理，认为已经到了家门口，开车
进车库不会出什么事，也不会有交警来
查。这类司机比起那些故意醉驾的司机
而言，有一定的交通安全意识，可是又没
有完全到位。如果驾驶员被这种骗局盯
上，说明驾驶员对酒后驾驶的认识还不
够深刻，警惕性还不够高。只要驾驶员坚
决杜绝酒后驾驶，哪怕是酒后坐在驾驶
室都坚决杜绝，就不会被盯上。

提示：代驾有风险 请君多谨慎
随着我国对酒后驾驶惩处力度的加

大，酒后代驾服务也应运而生。以“代
驾”一词在网络中搜索不难发现，“代驾
司机也酒驾”、“代驾司机出交通事故”
等事件也时有发生。对此，“南宁公安在
线”提醒大家，要选择正规的代驾公司，
正规的代驾公司软件上会显示代驾人员
的具体信息，更有保障。此外，无论任何
情况都应要求代驾完成全程的驾驶，直
至将车停入指定停车场。

人民网

酒后找代驾被碰瓷 交警提醒：提前防范

随着互联网给消费生活和经济发展
带来的新变革，上网购物成了许多人的
选择。和传统购物模式相比，网络购物具
有虚拟化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网
络消费存在的欺诈现象和侵权行为不在
少数。

2016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
者投诉 65.35 万件，其中商品类投诉
37.74 万件，服务类投诉 23.48 万件。在
具体服务投诉中，以网络购物为主体的
远程购物的投诉量在服务投诉中数量最
多，达 2.96 万件。中消协方面表示，网络
购物越来越成为消协组织遇到的普遍性
投诉，质量缺陷、实物与宣传不符、7 日
无理由退货执行难等问题仍然普遍存
在。

3 月 15 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布了“网购诚信与消费者认知”调查
报告和 “2016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网络消费投诉典型案例”，列及网络
消费的各类陷阱。不知这些被众多网
友吐槽的 “大坑” 你是否也曾遭遇
过？

“付费网游”和“微商”获最多“差
评”

如今，不管是“付费网游”还是“微
商”都是时髦词，前者让不少游戏爱好
者一掷千金，后者则是在朋友圈大行其
道。但实际情况是，这两大网络消费类型
成为了消费者受害的重灾区。中国消费
者协会副秘书长栗元广告诉记者，根据
调查，“付费网游”和“微商”获得了相
对“差评”。

他说，从过去一年网络消费满意
度评价来看，消费者对于具体产品和
服务品类的满意率有所差异，但网购
消费满意率总体向好，受访者各类网
络消费的满意率均在七成以上。满意
率排名前四位的产品品类分别是 “影
音图书”“食品家居”“家用电器”和
“数码 3C”。总体情况对比来看，受访
者对于“付费网络游戏”“微商”和一
些其他类网络消费支出的不满意率相
对突出。相比之下，消费者对于易于
“标准化” 的网购产品品类满意率更
高。

“虚假广告宣传”成最大隐患
在网站上高价定制的实木家具，送

到以后发现只有边角料才是实木；在网
上买的真皮包到手后发现只有包边是
真皮……要求退货却被商家拒绝或是
百般推诿，相信不少消费者都曾有过这
样不顺心的网购经历。

根据 3月 15日发布的 “网购诚信
与消费者认知” 调查报告，“虚假广告
宣传”成为扰乱网络消费市场秩序的最
大隐患。

栗元广表示，针对目前网络消费市
场中产品、服务存在的问题，超半数受
访者反映存在广告宣传夸大其词或与
实物不符的状况最为严重，成为消费者
最大的担忧。此外，受访者普遍反映较
多、问题相对突出的还包括三无产品或
假冒伪劣、虚假好评、质量、卫生不达标
的状况，42.5%的消费者反映存在三无
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32.1%的消费者
反映存在虚假好评的问题，24.5%的消
费者反映存在质量、卫生不达标的情
况。

价格欺诈屡见不鲜，消费者 “神
烦”

在中消协 3 月 15 日公布的“2016
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网络消费投诉典
型案例”中，有这样一则案例被广泛关
注，因为它实在太常见了，甚至有许多
消费者并不知道这类行为属于侵权活
动。

2016 年 5 月，消费者付先生在某
网站看中了一款鞋。当时网页上宣传
“最后一天，清仓甩卖”，付先生觉得机
会难得，当下便付款购买了两双该款
鞋，价值 336元。几日过后，付先生再次
浏览该店网页时，发现该款鞋子仍以
“最后一天，清仓甩卖”进行宣传，且价
格不变。付先生便拨打当地消费者委员
会电话进行投诉，最终店家承认错误，
立即撤下不实宣传，并增加三倍赔偿消
费者。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常宇表示，价格诚信面临质价不符、虚
假打折、价格欺诈三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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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这些网络购物的“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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