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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国家统计局 2 月 1 日发布数
据，据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 16 万户
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按现行国家
农村贫困标准测算，2017 年末，全
国农村贫困人口 3046 万人，比上
年末减少 1289 万人；贫困发生率
3.1%，比上年末下降 1.4 个百分
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村贫
困人口累计减少 6853 万人。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899 万人减少至
3046 万人，累计减少 6853 万人；
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
下降至 3.1%，累计下降 7.1 个百分
点。

与此同时，贫困地区农村居民
收入加快增长。全国农村贫困监测
调查显示，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377 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加 894 元，名
义增长 10.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 9.1%，实际增速比上年快 0.7 个百
分点，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1.8 个
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党
的十八大以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
年均实际增长 10.4%。2013 年至
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 12.4%，扣除价
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 10.4%，实际增
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 2.5 个百分
点。2017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69.8%，比 2012 年提高 7.7 个百分
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
步缩小。

新华网

2017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 3046 万人

1 月 31 日，安徽省民政厅发布
《2017 年安徽省福利彩票社会责
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
告》显示，过去三年安徽筹集福利
彩票公益金达到 58.2 亿元，福彩公
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最多，
2015 年和 2016 年，用于养老的福
彩公益金都占到总支出的一半左
右。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间，安徽福利彩票销售分别为
65.6 亿元、68.1 亿元、74 亿元，筹集
公益金分别为 18.1 亿元、19.3 亿元
和 20.8 亿元。其中，2015 年、2016
年安徽省民政厅分别安排省级福彩
公益金 27659.8 万元和 26127.5 万
元，主要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
区建设、优抚机构和设施建设、救灾
仓储设施建设、殡葬设施维修改造、
医疗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临时
救助、社会组织创新、政府购买服务
及其他社会福利和公益项目。人民
网安徽频道注意到，2015 年安徽福
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
经费达到 13130.8 万元，占比近半；

2016 年，安徽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 14209.4 万元，占比过半。

《报告》重点介绍了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安徽省部分比较典型的
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如“福满江淮
血脉相连” 医疗救助、“童享蓝天”、
“江淮社工行动”、“爱邻联盟”、“孤
残儿童手术康复明天计划”等救助项
目及蚌埠市民政项目园、安庆市社会
（儿童）福利院、宿州市社会福利中
心等社会福利基础设施。

发布会上，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
耿学梅表示，此次发布《报告》，旨在
为公众了解福利彩票搭建一个平台，
也是安徽民政和安徽福彩向社会递
交的一份成绩单。耿学梅介绍，目前，
随着福彩发行规模的不断扩大，彩票
销售方式的日益丰富多样，社会关注
度的不断提高，安全运行的压力和风
险也不断增长。与此同时，安徽省福
利彩票发行也已进入高位平台，销量
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在增大，但安徽民
政系统会紧抓安全工作不放松，确保
福利彩票工作安全运行、稳定发展。

人民网

安徽过去三年筹集福彩公益金 58亿元 用于养老最多

家庭医生走进千家万户，家庭
病床纳入医保统筹，6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获全国百强……记者 1
月 31 日从合肥市卫计委获悉，截
至目前，全市家庭医生共签约服务
292.88 万人，签约率 37.2%。其中，
重点人群 147.1 万人，签约率
62.3%；有偿签约 172.9 万人，有偿
签约率 21.9%。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庐阳区居民郑家义居住在祥
源广场，由于心脑血管疾病，一直
瘫痪在床，大小便都需要老伴料
理。1 月 29 日晚上 10 点 30 分左
右，由于长时间不能排出小便，他
的身体已经异常难受。此时，外面
天寒地冻，老两口手足无措。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郑家义老伴拨打了
亳州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
庭医生葛怀玉的电话，向他详细说
明了病情。让她没想到的是，葛怀
玉二话没说，立即带上设备上门，
准备给她老伴导尿。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以
让广大市民近距离享受医疗卫生服
务，大大减少到大医院看病的奔波
之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每人每年

收费 120 元，其中医保统筹基金承担
50元，基本公共卫生资金承担 40 元，
财政专项资金承担 10 元，个人仅需
支付 20元。

已建立 254 个家庭病床

对于一些常年生活不能自理或
行动不便的患者，家庭病床是一个好
的选择。 合肥市卫计委基层卫生处
处长丁晓芹介绍，合肥市将“家庭病
床”服务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报销比
例至少 60%。

目前，可以建立家庭病床的常见
疾病有：偏瘫患者康复期、需定期进
行医疗康复护理、恶性肿瘤晚期、糖
尿病合并严重并发症、老年期痴呆
症、骨折牵引固定需卧床治疗患者、
合并褥疮感染等严重并发症。据了
解，2017 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共建立 254 个家庭病床。

据悉，目前，合肥市拥有 6 家全
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庐阳区亳
州路街道、双岗街道、杏林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蜀山区南七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稻香村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合肥经开区海恒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合肥晚报

合肥 290 多万人签约家庭医生

武汉一位六旬爹爹在家尝试一
次“网络刷单”，结果被骗 3 万余
元。29 日，武汉市公安局公布了这
起诈骗案件，提醒赋闲在家的老年
人注意防范。

鲁爹爹今年 64 岁，博士研究
生学历，4 年前从武汉某单位退休
赋闲在家。1 月初，他在家里上网
时，添加了一个 QQ 好友，对方自
称是网络兼职客服人员，该客服
告诉他，他们公司正在招聘兼职
人员，帮各大商场刷销量，代刷业
绩。鲁爹爹信以为真，填写了一张
入职申请表后，便开始了刷单任
务。

“客服人员”先是发来一个任务
书，上面写有具体流程和购物网站
链接，鲁爹爹点进链接后，通过扫码
的方式，支付了 120 元，很快就收
到了“客服”返还的 125 元，除了
120 元本金，还有 5元佣金。收到了
返款，鲁爹爹开始对“客服”深信不
疑，于是继续刷单。

随后，“客服” 又发来一个链

接，并告诉鲁爹爹，打开链接，将商
品放入购物车，然后截屏发给客服，
审核通过后，再将购物款转到指定
的银行卡即可。“客服”还告诉他，
第二阶段任务要连刷 6 单，刷完后
才能返款。鲁爹爹按照“客服”要求
连刷 6 单，网银转账 3 万余元。完成
了阶段任务，鲁爹爹催要返款时，却
发现自己被对方拉黑，无法联系。意
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于是拨打了
110 报警。

武汉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
中心民警杨雅迪介绍，对于老年人群
体来说，他们生活相对封闭、保守，获
取社会信息渠道单一，掌握的信息量
不足。通常他们也比较心软，只要骗
子嘘寒问暖、小恩小惠，就容易获得
信任。

此外，还有些老人对一些新鲜事
物抱着好奇的心态，担心自己不能
“与时俱进”，因此，当骗子用“高科
技”或刚“研发”的骗术行骗时，就比
较容易得逞。

武汉晚报

退休高知“兼职刷单”被骗 3万余元：连刷 6单被拉黑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1 月 31 日在京发布第 41 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为
《报告》）。截至 2017 年 12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4.1 个百分
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9.1 个
百分点。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增
长，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服务
融合加速以及公共服务线上化步伐加
快，成为网民规模增长推动力。

基础资源保有量稳步增长，资源应
用水平显著提升

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域名总数
同比减少 9.0%，但“.CN”域名总数实现
了 1.2%的增长，达到 2085 万个，在域
名总数中占比从 2016 年底的 48.7%提
升至 54.2%；国际出口带宽实现 10.2%
的增长，达 7,320,180Mbps；此外，光
缆、互联网接入端口、移动电话基站和互
联网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
进。在此基础上，网站、网页、移动互联网
接入流量与 APP 数量等应用发展迅速，
均在 2017 年实现显著增长，尤其是移
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自 2014 年以来连续
三年实现翻番增长。

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互联网惠
及全民取得新进展

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
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超过全
球平均水平 （51.7%）4.1 个百分点，超
过亚洲平均水平 （46.7%）9.1 个百分
点。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4074 万人，增长
率为 5.6%，我国网民规模继续保持平稳
增长。互联网商业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
下服务融合加速以及公共服务线上化步
伐加快，成为网民规模增长推动力。信息
化服务快速普及、网络扶贫大力开展、公
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让广大人民群众
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拥有了更多获
得感。

手机网民占比达 97.5%，移动网络
促进“万物互联”

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手机网民
规模达 7.53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
群的占比由 2016 年的 95.1%提升至
97.5%；与此同时，使用电视上网的网民
比例也提高 3.2 个百分点，达 28.2%；台
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
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
网设备的使用。以手机为中心的智能设
备，成为“万物互联”的基础，车联网、智
能家电促进“住行”体验升级，构筑个性
化、智能化应用场景。移动互联网服务场
景不断丰富、移动终端规模加速提升、移
动数据量持续扩大，为移动互联网产业
创造更多价值挖掘空间。

移动支付使用不断深入，互联网理
财用户规模增长明显

我国移动支付用户规模持续扩大，
用户使用习惯进一步巩固，网民在线下
消费使用手机网上支付比例由 2016 年
底的 50.3%提升至 65.5%，线下支付加
速向农村地区网民渗透，农村地区网民
使用线下支付的比例已由 2016 年底的
31.7%提升至 47.1%；我国购买互联网
理财产品的网民规模达到 1.29 亿，同比
增长 30.2%，货币基金在线理财规模保
持高速增长，同时，P2P 行业政策密集出
台与强监管举措推动着行业走向规范化
发展。

网络娱乐用户规模持续高速增长，
文化娱乐产业进入全面繁荣期

2017 年网络娱乐类应用用户规模
均保持了高速增长，强烈的市场需求、政
策的鼓励引导、企业的资源支持共同推
动网络文化娱乐产业进入全面繁荣期。
网络娱乐应用中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年增
长率最高，达到 22.6%，其中游戏直播用
户规模增速达 53.1%，真人秀直播用户
规模增速达 51.9%。与此同时，网络文化
娱乐内容进一步规范，以网络游戏和网
络视频为代表的网络娱乐行业营收进一
步提升。良好的行业营收推动网络娱乐
厂商加大对于内容创作者的扶持力度，
为网络娱乐内容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共享单车用户规模突破 2亿，网约
车监管政策逐步落地

以第三方信息平台为基础，整合社
会资源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共享经济业务
在 2017 年得到蓬勃发展。数据显示，在
提升出行效率方面，“共享单车 + 地
铁” 较全程私家车提升效率约 17.9%；
在节能减排方面，共享单车用户骑行超
过 299.47 亿公里，减少碳排放量超过
699万吨；在拉动就业方面，共享单车行
业创造超过 3 万个线下运维岗位。同
时，共享单车为 2017 年下半年用户规
模增长最为显著的应用类型，国内用户
规模已达 2.21 亿，并渗透到 21 个海外
国家。网约车方面，《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施行以来，各
地网约车细则陆续出台调整准入门槛，
企业谋求转型与跨界融合以提升盈利能
力，与旅行、招聘等企业合作，分享客户
资源进行跨界营销推广。

六成网民使用线上政务服务，政务
新媒体助力政务服务智能化

2017 年，我国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
模达到 4.85 亿，占总体网民的 62.9%，
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城市服务平台获得政
务服务的使用率为 44.0%。我国政务服
务线上化速度明显加快，网民线上办事
使用率显著提升，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与政务服务不断融合，服务走向智能化、
精准化和科学化。微信城市服务、政务微
信公众号、政务微博及政务头条号等政
务新媒体及服务平台不断扩张服务范
围，上线并完善包括交通违法、气象、人
社、生活缴费等在内的多类生活服务，并
向县域下沉。

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电子商务持续
快速增长

2017 年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网络
广告收入水平增速均在 20%以上，发展
势头良好。其中，1-11 月电子商务平台
收入 2188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43.4%。
电子商务服务模式、技术形态、赋能效力
不断创新突破是收入水平快速提升的主

要驱动力。网络游戏产业在移动化、国际
化、竞技化方面表现突出。网络广告市场
进一步成熟，市场结构更加趋于稳定。

中国上市互联网企业超百家，市值接
近九万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境内外上市
互联网企业数量达到 102 家，总体市值为
8.97 万亿人民币。其中腾讯、阿里巴巴和
百度公司的市值之和占总体市值的
73.9%。上市企业中的网络游戏、电子商
务、文化传媒、网络金融和软件工具类企
业分别占总数的 28.4%、14.7%、10.8%、
9.8%、5.9%。

中国网信独角兽企业 77 家，人工智
能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网信独角兽
企业总数为 77 家。北京的独角兽企业数
占比为 41.6%；上海的独角兽企业占比为
23.4%；其他分布在杭州、深圳、珠海、广州
等地。第一梯队中的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
企业分别占独角兽企业总数的 18.2%和
15.6%，占据了主导地位；第二梯队中的文
化娱乐、汽车交通和第三梯队中的智能硬
件、在线医疗、人工智能企业均取得了快
速发展。随着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
划》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顶层战略
依据，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截至 2017 年 6 月，中国拥有人工智能
企业 592 家，占全球总数的 23.3%；2016
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数达
30115项。

网络安全相关法规逐步完善，用户安
全体验明显提升

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
法》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配套法规的陆
续出台，为此后开展的网络安全工作提供
了切实的法律保障。政府与企业共同打击
各类网络安全问题，网民遭遇网络安全问
题的比例明显下降。数据显示，高达
47.4%的网民表示在过去半年中并未遇到
过任何网络安全问题，较 2016 年提升
17.9 个百分点。

人民网

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 手机网民占比达 97.5%

“红月亮 + 超级月亮 + 蓝月亮”三大
天象同时亮相

1月 31 日晚，月全食、“超级月亮”
和“蓝月亮”三种天象同时在夜空亮相。

傍晚刚到，北京天文馆广场就摆出了
8台天文望远镜。每台望远镜旁都有一名
工作人员指导如何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
并悉心教导观众拍摄。从 19 时到 22 时
许月全食结束，共 800 多名市民前来观
看。

“我们 18 时 30 分就开始调试机器，
这次月全食在中国大多数地方都能观测
到，北京的气象条件也非常利于观测。”
现场工作人员说。

19 时 50 分左右，即将“食甚”，也就
是即将出现“红月亮”，排队的人多了起
来。因天气很冷，每个人的观测时间缩短。
有的小朋友意犹未尽，工作人员会拿出自
己的双筒望远镜让他们再多看一会儿。

除了看“红月亮”，还有人架起单反
相机用慢门拍摄月食全过程。

■ 简介

红月亮：月全食时，地球大气层将太
阳光中波长最长的红光折射散射到月面
最多，从而出现“红月亮”。

超级月亮：北京天文馆天文专家寇文
解释说，满月时月亮离地球比较近，“看
起来” 比较大，这就是所谓的 “超级月
亮”。

蓝月亮：寇文介绍，蓝月亮并不是颜
色变成蓝色。月圆周期是 29天半，有可能
一个月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就叫
“蓝月亮”。 新京报

1 月 30日上午，南阳方城县独树镇
第一中心小学举行期末考试，但一向文
静、遵守纪律的四年级学生马靖祎却缺
考了。班主任老师多次联系家人，电话却
无人接听。经多方打听，班主任联系到马
靖祎的邻居，而邻居发现不对劲儿，与其
他邻居们撬门而入，发现一家三口人煤
气中毒已昏迷，多亏及时拨打 120，才挽
救了一家人的生命。

事发：考试时少 1 人，班主任向学
生邻居求助

1 月 31 日上午，独树镇第一中心小
学四（1）班班主任冯舰洋告诉记者，按
照学校统一安排，1 月 30日是全校的期
末考试，上午 8 点半正式开考。因考试
需不同年级插班考试，所以要求学生们
早上 8 点要到校坐进教室。1月 30日上
午 8 点，四（1）班的 40 余名学生均到
齐了，但冯舰洋发现，该班马靖祎的座位

却始终空着。
当天，因天刚下了雪，路上比较滑，冯

舰洋觉得小马可能会晚点到。但让他没想
到的是，直到 8点半正式开考，小马仍没
到校。按照学校安排，一个考场需两名老
师监考，而他又不在小马的班上监考。因
不放心，考试刚开始，他多次在两个教室
之间穿梭，但始终未见小马参加考试。无
奈，他留下同事一人在教室监考，自己跑
到教室外面给小马家人打电话，但打了多
次电话，那头通了却一直没人接听。

“她是个文静、踏实，遵守纪律的孩
子，平时家里有事，一定会先向老师请假
的。”冯舰洋说，当时，他就预感到情况
不太妙。于是，他又返回教室，找到与小
马经常一起玩的同学，试图打探情况。
“我先找了一个同学，但她说的信息有
误，费了一番周折，还没找到她家地址；
随后又找了一名同学，才找到了她家。”

冯舰洋说，他将该情况上报给了学校教
务处，教务处曹老师通过了解得知，小马
与三（1）班的陈同学是邻居，曹老师立
即与陈同学的父亲陈宝仓联系，而陈宝
仓去小马家一看，才发现一家三口人煤
气中毒，昏迷不醒。

营救：一家三口人煤气中毒，邻居们
撬门送医

1 月 31 日下午，大河报记者联系到
了陈宝仓。他介绍，1 月 30日早上 9 点
许，他接到了曹老师的求助电话。当时，
他刚洗过澡正准备穿衣服，曹老师在电
话中说，害怕小马家出啥意外，让他赶紧
过去看一下情况。“我还有一只袜子没
穿，撂下电话，就赶快跑出去。”当时，他
敲了 5、6 分钟的门，但小马家里一直没
人回应。

陈宝仓心里琢磨：小马妹妹刚 3岁，
她母亲一直呆在家带孩子。平时家里也

是一直有人，一大早大门锁着没动静，肯定
家里出了事。想至此处，陈宝仓二话没说，
赶快喊来了邻居，并从家中取出工具，大伙
儿一起从小马家的拉闸门下面将门锁撬
开，这才把门打开了。当他冲进小马家卧
室，他整个人都吓瞢了：屋里放着一个节煤
炉，煤气味很大，小马、她的母亲和妹妹一
家三口瘫在床上，意识已经不太清醒。这
时，陈宝仓赶紧将所有门窗打开，大伙一起
把三人抱到其他房间，并拨打了 120。

据陈宝仓介绍，小马父亲“整个人不
太灵光”，不太会照顾家。当时，小马父亲
就在家中，但与他们并未住在一个屋里。
“她家里也没其他人，我和邻居们一起凑
了 5000 块，和仨人一起来到了方城县人
民医院”。办完入院手续，陈宝仓又联系了
小马的姑姑赶到医院，暂时照顾三人。1月
31 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小马姑姑马长花
时，她称，目前三人已脱离了生命危险。1
月 31 日下午 2 点许，她们已办了出院手
续，准备前往南阳市人民医院，做高压氧
的巩固治疗。 大河报

班主任因小学生缺考多方联系 成功救一家三口性命

“红月亮”之夜

1 月 31 日，鸟巢，一位游客在溜旱冰，一轮“红月亮”挂在半空。（二次曝
光）。 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1 月 31 日，北京市朝阳区，记
者记录 19:40 至 20:58 的月食过程。
（拼图）

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1 月 31 日，北京天文馆广场，市民利用各种望远镜观看月亮。

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