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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计委日前发布《中国流动人
口发展报告 2017》。《报告》指出，我国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转移势头有所
减弱，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

《报告》指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在
2011 年—2014 年间持续增长，由 2011
年的 2.30 亿人增长至 2014 年的 2.53
亿人。自 2015 年流动人口总量开始下
降，2015 年、2016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
为 2.47 亿人和 2.45 亿人，分别较上一年
减少 568 万人和 171 万人。人口城镇化
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继续向城市群聚集。
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时间（年）持续上升，
由 2011 年的 4.8 年升至 2016 年的 5.7
年，人口流动的稳定性增强。流动人口平
均年龄持续上升，“80 后”“90 后”新
生代流动人口比例稳步增长，2016 年已
达 64.7%，已成为流动人口中的主力军。
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
保持在 2.5 人以上，2 人及以上的流动人
口家庭户占 81.8%以上，在流入地生育、
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
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持续增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司司长王谦说，2016 年人口流
动迁移出现的特点，是政策环境、户籍转
移、青年劳动力供给减少、临时性返乡等

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流动人
口总量在减少，主要受国家最近几年一
系列重要政策措施的影响。比如进一步
推进户籍改革，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
城市落户，出台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创
业等相关政策，还有一些城市提出了人
口调控的目标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受
经济周期波动的临时性影响，返乡农民
工增加。尽管 6年来流动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仍保持较大比
重。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大
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
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报告》指出，我国持续推进基本
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2016 年，
91.1%的流动人口至少参加过一种医疗
保险。流动人口中有 0—6 岁子女的育
龄妇女孕期建档率达到 90%，产后 42
天内接受健康检查的比例达到 83.8%。
流动人口子女免费疫苗接种比例为
97.9%。在流入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流
动人口中，35.4%在所在社区建立了健
康档案。曾接受过健康教育的流动人口
中，63.5%接受过“生殖与避孕”相关教
育，47.3%接受过“性病或艾滋病防治”
相关教育。

人民日报

我国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
九成有过医保

“儿子手术后饭菜比较特殊，所以
我现在的重心就是照顾他的饮食。”王
成平本来家住资阳市安岳县岳阳镇土地
堂社区，为了照顾儿子，最近在成都电子
科大旁租了间房。11月 15日下午，王成
平刚从菜市场回来，就一头扎进了厨房，
“儿子快放学了。”

王成平，一个外表柔弱的平凡女性，
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位了不起
的妻子，是一位伟大的母亲。1990 年，贤
惠的王成平与青年谢宝国幸福结合，虽
然经济条件差，但夫妻和睦，很快有了一
对可爱的儿女。婚后，丈夫来到成都打
工。

1996 年，谢宝国在工地因被高压电
击中导致四肢被截。家里顶梁柱倒了，还
有 4岁的女儿、1岁的儿子需要照顾，以
后的日子咋过？有人劝当时才 27 岁的
王成平趁早改嫁，丈夫也不愿拖累她，王
成平却毅然说：“不能离开这个家！我是
妻子也是母亲，我要给他们一个完整的
家。”

王成平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抚养年

幼的孩子，同时到山上干农活维持生计。
丈夫没有自理能力，穿衣、吃饭、洗澡、上
厕所都离不开她，趴在她背上汗水都不
能帮她擦一把，心疼得直喊：“把我丢掉
算了。”王成平说，“有你在，娃娃们就有
爸爸，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家。你就好好
地活着，看着娃娃长大……”

20 年的时光就在她的坚持和顽强
中慢慢淌过，家庭更加和睦。但天有不测
风云，2015 年，刚读大二的儿子谢朝杰
竟患上尿毒症，必须换肾！王成平犹如五
雷轰顶，极度悲伤的她好几天都站不稳。

身形瘦小的王成平再次挺直了脊
梁，决定捐肾救儿子。她告诉儿子：“妈
妈给了你第一次生命，现在妈妈还要给
你第二次生命。儿子，你要坚强！”丈夫
和女儿谢丽也争着去做了检查，最终，只
有王成平和儿子配型成功。2016 年 3
月，她的左肾成功移植给了儿子。

“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20多年来，王成平在困苦中坚强前行，
用无私的爱呵护了一个完整的家，谱写
了一曲爱的赞歌。 四川日报

照顾四肢截肢的丈夫 20多年
她用爱呵护完整的家

国家统计局 11 月 18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10月，随着“因城施策”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不断深入，70个大中城市
中 15 个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总体平
稳。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刘建
伟表示，从环比看，9 个城市新建商品住
宅价格下降，降幅在 0.1 至 0.3 个百分
点之间；天津、上海和成都分别上涨
0.1%、0.3%和 0.7%。从同比看，13个城
市涨幅继续回落，回落幅度在 0.1 至 3.7
个百分点之间。

刘健伟表示，初步测算，10月，一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环
比分别下降 0.1%和持平。二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3%，涨幅比
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住宅价格
环比上涨 0.2%，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 0.3%，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夏丹表示，10 月又有一批城市陆续加入
限售行列，以二线省会城市和大城市圈
周边城市居多。限售解禁时间多为 2 至
3 年，对投资投机需求打击直接。在信贷
收紧及首付贷消费贷严查严打下，个人
按揭贷款同比增速出现近 3 年来首次下
降，房价缺乏快速上涨“弹药”。

中国证券报

10月房价总体稳定
13个热点城市涨幅继续回落

中国科学家独创的量子安全直接通
信在实用化进程上再次向前推进了一大
步。记者 11月 14 日从清华大学与南京
邮电大学联合实验组获悉，继今年 6 月
宣布在实验室通过量子存储验证量子安
全直接通信的理论方案后，他们近日首
次在 500 米光纤中实现量子信息的直
接安全传送。

量子通信包括量子密钥分发、量
子秘密共享和量子安全直接通信等不
同模式。前两者只是利用量子力学原
理给信息加密，但加密后的信息还是
通过普通通信信道传送并解密，所以
一次只能给一条信息加密; 而量子安
全直接通信，是由清华大学龙桂鲁教
授在全世界独立开创的理论体系，可
以利用量子力学原理直接安全地传输
原始信息。

他们使用一种叫做纠缠的量子现
象来实现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当纠缠
产生之后，两个粒子之间就存在联系，

无论它们相隔多远。对一个粒子进行
测量，将会立即影响到另外一个粒子
的状态。量子安全直接通信就是使用
很多对这样的纠缠粒子对，根据其中
一个粒子的传输状态来确定是否安
全，在安全的情况下再利用另一个粒
子直接安全通信。

来自清华大学的张巍及其合作者
朱峰、盛宇波和黄翊东在两公里的环
形光纤中进行实验，首次在 500 米范
围内实现了量子安全直接通信，且理
论分析证明，以当前试验条件，完全可
以实现几十公里的量子安全直接通
信。盛宇波告诉记者，实验结果很清晰
地表明，基于光纤的量子安全直接通
信能够实现接近当前商用量子密钥分
发的传输率。量子安全直接通信要实
现完全商业化，还有许多改进，但这次
实验是量子安全直接通信走向实用化
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科技日报

量子通信再进步
量子信息实现 500 米光纤直接安全

“不到 1 小时，交易额突破 100
万元！”在刚刚过去的“双 11”，26岁
的清华毕业生小关在朋友圈晒出一组
团队忙碌的图片，并附言：纪念每一次
热泪盈眶，谢谢团队！她的创业项目，
是抹茶食品品牌“关茶”。

说起第一次微店上“试水”的经
历，小关仍抑制不住激动。“开启网售
3 分钟，2000 瓶抹茶酱被抢购一空，
收入 10万元！”

从巴黎商学院到蓝带厨艺学院
读大学时，小关是典型的“非主

流”，花大把时间做些“不务正业”的
事，比如设计包装盒、做框架眼镜清洗
剂、当创业公司代言人……

2014 年，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经
济与金融专业本科毕业后，小关去
巴黎商学院读奢侈品品牌管理研究
生。初到法国的美好很快被不如意
取代。在法国申请奖学金失败，“法
国当时的经济几乎是停滞的，并没
有给学生太多创造和创新的空间。”
身边的同学，每天都在秀包包、化妆
品，小关不能接受。而国内推崇创新
创业，小关的朋友圈每天被“A 轮融
资”“天使投资”刷屏。她决定休学，
回国创业。

2015 年年初，小关选择休学，进
入巴黎蓝带厨艺学院学习法式甜点。

“怎么能把西方的甜品艺术和东
方的茶艺术结合到一起呢？想来想去
只有抹茶。”绿茶研磨成粉末，能够延
展进不同食品里，使食品瞬间拥有非
常漂亮的绿色、非常好的口味及营养
价值。

粉丝经济的成功
为了做出完美的抹茶，小关多次

去日本，跑遍乡村大小茶园，才找到理
想的抹茶。从一开始，就勾起粉丝对新
品的期待。

2015 年，一个下雨天，在日本找
抹茶样的小关，拖着两个 28 寸的大
箱子，因为没法打伞，口袋里的地图都
被雨水泡湿。“两个箱子装满了来自
不同乡村的茶样，走在回家的路上，觉
得很踏实、很快乐”。

她把自己找茶、研究产品的故事
记录下来，并在自己的公众账号“清
华女的巴黎学厨日记”上发布。“三四
个月写了近 70 篇原创文章，每篇阅
读量 3 万到 5 万，迅速积累了近 10
万粉丝”。

“吸引人关注的其实是粉丝经
济，我那会儿算是小网红吧。”爱甜点
到骨子里的小关结交了一批忠实的
“吃货”。

粉丝的支持，让微店第一次网售
就实现“开门红”。小关更有底气了。
紧跟着，品牌、渠道、供应链、产品、品
控……她用最快的速度搭建起一个食
品企业的所有部门。

2016 年 8月，“关茶” 拿到了第
一轮融资 300 万元，那时团队只有两
三个人，一个产品；今年 1 月，“关
茶” 完成了 Pre-A 轮融资，这次是
800 万元。公司也迅速扩大到 50 多
人。

“曾经非常拒绝融资，因为不想
量产，只想做纯手工保证品质。”后来
才发现，中国有能做出好产品的食品

工艺，工厂产能也非常充足。从那以
后，团队确定了一个思路，做可以标准
化和规模化生产的预包装零食。

今年 6 月，她终于把梦想中的甜
品体验店开到北京时尚地标三里屯。
“抹茶，在中国唐宋时期流传到日本。
我想做的事，是把抹茶文化带回中国，
给年轻人一种关于茶的新型消费方
式”。

不要从众，要从己
休学创业时，师兄对她说，“有胆

量的人追梦，没胆量的人做梦”，这也
坚定了她创业的想法。

创业之初，白天写文案、发公众
号、做客服、收钱、填会计单子，晚上站
在研发室里熬酱，6 个半小时熬一锅。
小关相信，好味道是靠时间熬出来的。
抹茶牛奶酱，配方研发了 100 次，才
找到想要的口感和甜度，以及奶味和
茶味的均衡。

“内心有强烈的热爱，才能像小
关一样全身心投入。不要从众，要从
己；不要向外求，要向内求。” 清华大
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钰
教授说。

“各种尝试和跌倒，可以快速放
大你的优势和劣势，残酷而高效。”小
关在清华文创沙龙上对师弟师妹们
说。

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做喜欢的事，
过开心的生活。正如她在新书《向前
一步，就不再害怕了》 封面上写的，
“一枚严谨不严肃的清华女 + 休学后
的巴黎小厨娘。”

中国青年报

清华女生巴黎休学做厨娘 做有胆量的追梦人

这段日子，一个尘封 28 年之久
的诚信故事在遂昌县云峰街道传开：
古亭村 77 岁的老人蓝文友为了归还
欠银行的一笔 500 元死账，28 年来数
十次和银行交涉寻求归还。今年他
“要挟”驻村干部并找到银行负责人，
激活死账最终归还了贷款。

“那是一笔公用贷款，群众出于
信任，将钱放进我的个人账户。虽然银
行减免并注销了这笔贷款，但放在我
私人账户的钱一定要还上，不然我死
都不能安心。”昨天，蓝文友接受钱江
晚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贷款余额 500元成死账
数十年归还不了

1940年，蓝文友出生在遂昌县云
峰街道古亭村。因为古道热肠且勤劳
能干，他一直担任村干部。1989 年，蓝
文友任村主任，彼时村里在建设一个
水利项目，于是去遂昌信用联社贷款
4500元。当时村里没有集体账户，村
两委开会后一致认为蓝文友诚实可
靠，可以将贷款打到蓝文友的账户。

水利项目建成一共耗去 4000
元，还有 500 元留在蓝文友的私人账
户。工程竣工后，遂昌县水利部门随即
将 2000 元水利补助打入银行贷款账
户，当地政府全盘考虑古亭村的经济
状况后又减免了余下的贷款，银行随
后注销了这笔贷款。这样，留在蓝文友
账户里的 500 元钱随即成为查不到
的死账。

有村干部私下建议把钱分了，被
蓝文友拒绝，“村干部不能沾这点油
水。”

更多人让蓝文友自己留着钱，依
旧被他拒绝，“国家的钱交给国家，存
在我的账户由我归还，我保证不沾一
点小便宜。”毕竟只有 500 元，时间一
长大家都淡忘了，但蓝文友每年都会
往信用社跑几次。

因为这笔贷款已经被注销，在银行
柜台前无法查到这笔贷款，蓝文友所以
每次去柜台还钱都会被拒。每年蓝文友
都要往银行跑一到两次，28 年来蓝文
友为还这笔死账去了银行数十次。

“要挟”驻村干部激活死账
连本带息一起归还

除了蓝文友，所有的人都忘记了
这笔死账，连遂昌县信用联社都已更
名为遂昌县农商银行。只有蓝文友，念
念不忘这笔钱。

去年年底，村里要建蔬菜合作社，
这个项目由遂昌县云峰办事处驻村干
部张卫华负责。蓝文友几十年前就是
蔬菜合作社负责人，也是蔬菜种植高
手，张卫华很自然地就想到蓝文友，找
老人聊天，听取建议。

于是蓝文友看到了还款的希望，
他觉得张卫华能帮他还上这笔钱。他
将这笔死账的故事讲给张卫华听并
“要挟”，想让他牵头还上这笔款。

听完往事后张卫华很感动，随即
找到银行负责人沟通数次，最终想办
法激活了这笔死账。今年年初，蓝文友
连本带息归还了 615 元，并拿到了那
张印有“业务清讫”的收贷收息凭证。

拿到凭证的那天晚上，蓝文友睡
得特别踏实。几个月来，这件事只有蓝
文友和张卫华知道。直到几天前，在一
次会议上，张卫华讲起了这个故事，一
个关于诚信老人的故事才流传出来。

77 岁的蓝文友目前还担任着古
亭村党支部委员一职，是该村年龄最
大的村支委。

虽然年事已高，但蓝文友身体健
康还能下地干重体力活。他将自己的
健康归结于心态：“多做点好事，心安
点，吃得饱点睡得好点，身体自然好
了。” 钱江晚报

老人欠 500贷款死账
28年后还上：不然死都不安心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
11月 15日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国企混改最新进展时表示，已确定将
31 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
范围。“前两批 19 家中央企业试点的
重点任务正在逐步落地，试点先行先
试、示范带动的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孟玮说，目前发改委正在抓紧指导试
点企业制定实施方案。

孟玮表示，超过三分之一的试点
企业已基本完成引入投资者、设立新
公司、重构公司治理机制、建立内部激
励机制等工作，其他企业也正在按照
试点方案加快落实。“总的看，试点企
业通过混改，有三个‘明显’成效。”
她提到，企业混改后，投资实力明显增
强，杠杆率明显降低，经营状况明显改
善，特别是中国联通、东航物流等混改
试点方案落地实施，改革力度大，市场
反应积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记者从国资委获悉，本轮国企改
革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数量不断
增加、层级不断提升，混合所有制改革
的行业领域也在不断拓展。据国资委
发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底，中央企
业集团及下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
占比达到 68.9%，省级国资委所出资
企业及各级子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
占比达到 47%。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日前表示，将
积极推进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
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
改革，有效探索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
改革，在引导子公司层面改革的同时
探索在集团公司层面推进混合所有制
改革，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
根据不同企业功能定位，逐步调整国
有股权比例。此外，他表示，国资委鼓
励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资本投
资主体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

制重组，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方式入股
非国有企业，建立健全混合所有制企业
治理机制。

“国企混改的目的，正是希望取各
种所有制之长，集各种所有制之优，各方
优势互补地推动国企、央企发展，”肖亚
庆认为，混改必须坚持“宜混则混，宜独
则独，宜控则控”，一企一策地推进，但
可以肯定的是，在分类基础上的混改一
定是开放、共赢的。

值得注意的是，据孟玮透露，第三批
混改试点中既有中央企业，也有地方国
有企业。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地方国企
改革的步伐不断提速，混改作为国企改
革突破口也得到全面推进和关键性突
破。广东、深圳、山东、山西等多个省市或
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性文件
或召开相关会议。

此外，随着地方国资基金战队的加速
组建，地方国资证券化率也有望进一步提

高，助推下一步的混改工作。据了解，今年
已经有山西、四川、上海、河南等地成立国
企改革基金，投资动作频频，其中支持国
企混改是多只基金的“关键词”。

“一场国企混改的风潮即将刮起。”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表示，
前两批混改试点名单都是央企，未来垄
断行业的地方国企尤为引人注目。在他
看来，前几轮混改中，地方国企台下的
多，台上的少，随着未来地方国企混改形
成南北呼应、上下联动的局面，在下一轮
混改中，地方国企将“唱大戏、担主角”。

对于下一步的国企混改，孟玮表示，
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
业、提高效率的要求，推动三批试点任务
落地见效，加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
度性经验，加强对地方混改的协调指导，
推动形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新局
面。 经济参考报

31家国企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范围

“双 11”过后，快递包裹垃圾成
为环保隐患。11月 15日，北京商报记
者从百姓网了解到，兼职保洁员的招
聘数量环比 10 月增长了 11%，回收
站点的旧物量较平时增 1 至 2 倍，日
薪攀升。在快递纸箱成本飞涨的背景
下，“双 11” 后的纸箱回收也迎来了
高点。

一位回收站的师傅向北京商报
记者透露，近两日，收到的废品较平

时多出 1 至 2 倍，每天都能多收起码
500 斤废品，光纸板就能多赚 50 多
元。回收师傅收入上涨，是因废旧纸
箱回收价格上升。百姓网数据显示，
年初，废旧纸箱的回收价格约为 0.5
元每斤，自 9 月开始废旧纸箱价格上
涨至 1 元每斤左右，11 月“双 11”前
后，废旧纸箱涨到 1.5 元每斤。随着回
收工作的加重，社区保洁人员的工作
量也在增加。百姓网数据显示，平时

兼职保洁员每天工资为 80 至 120 元
之间，11月兼职保洁员每天的工资在
200 元以上，较平时高出一倍。在走
访中，一名望京某居民小区的保洁员
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原本一栋楼两
位保洁员，每天早晨清理一次就能完
成工作，在“双 11”前后，保洁员每天
早晨需要连续清理 3 趟才能完成清
理工作。

北京商报

“双 11”后废旧快递盒增多 回收站处理量翻倍

额济纳自治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地外巴丹吉林沙漠。额济纳河两岸，分布着中国最为壮观的胡
杨林。总面积为 5636 公顷，集沙漠、戈壁、草原、湖泊、胡杨林于一体，拥有神奇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人文景观，堪称大漠
的一颗绿色明珠。每年 10 月，当第一场秋霜，大片的胡杨树叶由绿变黄，一眼望去，阳光下金色的树叶衬着湛蓝的天空于
风中婆娑起舞，那强烈的反差，鲜明的影调，亮丽的色彩，足以令任何语言文字显得苍白无力。 人民网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美如金色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