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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摘

寒水

国务院新闻办11月26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2018年度报告》并介绍有
关情况。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
视应对气候变化，以积极建设性的态
度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
球气候治理体系，并采取了切实有力
的政策措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国内行
动，展现了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低
碳转型的坚定决心。

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强
度）比2005年下降约46%，已超过2020
年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提前
3年实现。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得到

初步扭转。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
比重达到13.8%。森林蓄积量已经增加
了21亿立方米，也超额完成了2020年
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为实现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提前
完成，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从2011年起，我国在7个省市开
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为建立
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打基
础。2013年6月开始，试点碳市场陆
续上线交易。截至目前，7个试点碳市
场累计成交量突破2.7亿吨，累计成交
金额约60亿元。试点范围内碳排放总
量和强度实现了双降，碳市场发挥了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进地方低碳发
展的作用。 人民日报

我国碳强度提前三年实现目标
应对气候变化取得积极进展

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以
下简称：社保基金会）网站消息，社保
基金会11月26日对外发布《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2017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告》显示，2017年，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87.83亿元，投
资收益率5.23%。

《报告》还显示，2017年末，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3,155.19亿元。
其中：直接投资资产934.69亿元，占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的29.62%；
委托投资资产2,220.50亿元，占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的 70.38%。

2017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
债余额336.18亿元，主要是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在投资运营中形成的短期负债。
《报告》指出，2017年末，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权益总额2,819.01亿元，其
中：委托省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权益
2,815.81亿元，包括委托省份划入委
托资金本金2,731.50亿元，记账收益
83.43亿元，风险准备金0.88亿元。

《报告》还指出，2017年，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投资收益额87.83亿元，投资
收益率5.23%。其中：已实现收益额
76.42亿元（已实现收益率4.55%），交
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11.41亿元。

《报告》强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自2016年12月受托运营以来，累计投
资收益额88.19亿元。 人民网

2017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收益额87.83亿元

记者11月25日从澳门特区政府
治安警察局获悉，港珠澳大桥通车一
个月来，超过80万人次使用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出入境，有效分流了往来
港澳的旅客。

截至11月23日，使用港澳旅检大
厅的旅客近69万人次，约占85.4%；使
用珠澳旅检大厅的旅客有10万人次，
约占12.5%；使用车辆通道的旅客有
1.6万人次，约占2.1%。而使用港珠澳
大桥口岸出入境人次的高峰出现在11
月24日，单日达3.4万人次。

港珠澳大桥通车首月，港珠澳大

桥澳门口岸港澳旅检大厅、外港及凼
仔客运码头的出入境人次，与去年同
期外港和凼仔客运码头的出入境人次
相比，同比上升了12.6%，而外港客运
码头和凼仔客运码头的出入境人次与
去年同期比较，分别减少 20.7%和
19.9%，可见港珠澳大桥的启用，有效
分流了往来港澳的旅客。

治安警察局还表示，11月24日澳
门各口岸有超过62.2万人次出入境，
刷新单日最高纪录，其中关闸口岸和
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均为单日最高纪
录。 新华网

港珠澳大桥通车首月
大桥澳门口岸出入境逾80万人次

记者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获悉，该中心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超导
回旋质子治疗系统11月22日取得突
破，其核心部件之一“±185度旋转机
架”工程成功调试完成，关键参数指标
完全满足治疗需求，为推进质子治疗设
备国产化迈出重要一步。

质子和重离子放疗是当前国际
前沿的先进抗癌技术之一，通过“精
准辐射”肿瘤提高治疗效果。近年
来，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物
理研究所与俄罗斯联合核子研究所
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中俄超导质子
联合研究中心，共同开展国产超导
回旋质子癌症治疗装置的研发及产

业化。
质子医疗的重要优势是“精准定

位”人体肿瘤，高旋转精度旋转机架
是精确控制治疗系统束流从不同角
度照射病灶的关键技术。经过多轮
技术攻关，科研团队先后解决了大
型回转设备高精度高稳定性驱动系
统、大跨度支撑下保证变形小于1毫
米等关键技术难题，采用大型齿圈
加双主动齿轮进行驱动方式，实现
了旋转机架驱动系统精度 0.1 度水
平运行状态平稳。测试结果优于该
领域国际标准和质子碳离子审查指
导原则要求。

新华社

我国超导质子医疗设备研发取得突破：
核心部件旋转机架调试成功

记者从国家广电总局电资办获悉，
截至11月25日，今年电影票房达559
亿元，已超去年全年成绩，创下新的纪
录。

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达559.14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其中国
产影片票房占比超过60%。票房过亿
元影片73部，其中国产影片39部。今
年票房排名前五位的分别是《红海行
动》（36.5亿元）《唐人街探案2》（33.9
亿元）《我不是药神》（30.9亿元）《西虹
市首富》（25.4亿元）和《复仇者联盟：无
限战争》（23.9亿元），其中四部为国产
片。在全年票房过亿元的影片中，国
产影片为40部，进口影片为34部。总
体看来，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电影市场
的影响力下滑趋势明显，国产影片的

市场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2018年的电影市场向着健康有序

的方向发展，优质内容重新成为影响
电影市场走势的最关键因素。第一季
度全国电影市场共产出票房202.17亿
元，同比增长39.82%，《红海行动》《唐
人街探案2》等凭过硬的质量和良好的
口碑在春节档脱颖而出。暑期档以
《动物世界》为代表的高工业水准影片
和以《我不是药神》为代表的现实题材
影片等都在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引起
了巨大的社会关注，调动了广大观众
对国产电影的观影兴趣和观影热情。
《快把我哥带走》《悲伤逆流成河》《无
名之辈》等中小成本影片则纷纷在各
自档期扮演“逆袭黑马”，形成了长线
放映。 今晚报

2018年电影票房目前已超去年全年
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超六成

最近，网络上关于辽宁舰与国产航
母并肩停靠、同框出镜的新闻吸引了世
界的目光，在同一时间、同一片港区里，
还有数条新型驱护舰也已初具雏形。
这是中国海军转型建设跨越式发展的
一个缩影，国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瞩
目。

站在辽宁舰宽阔的飞行甲板上，看
着面貌一新的舰岛和身旁英姿勃发的
国产航母首舰，辽宁舰政工办主任肖磊
说，“一种属于新时代人民海军的骄傲
与自豪在心中油然而生，能到航母上工
作，是一名海军莫大的荣耀，选择航母，
是我军旅生涯最正确的选择！”作为改

革开放的同龄人，肖磊目睹了人民海军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扬帆破浪、波澜壮
阔的蓬勃发展历程。回想起童年时军
港里屈指可数的几艘老旧舰船，此情此
景怎能不让人感叹和喜悦。

在与辽宁舰相伴同行的日子里，他
有幸亲历了中国航母白手起家、从无到
有的艰辛历程，见证了辽宁舰战斗力一
次次的历史性突破。在肖磊和他的战
友看来，辽宁舰已不仅仅是一艘战舰，
而是一个民族、一支军队心头萦绕百年
的梦想。

苏联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厂长马卡
洛夫曾感慨，一个伟大的国家才能完成

续建“瓦良格”的宏大工程。改革开放
以来积累的雄厚实力和军事工业基础，
使我国第一次拥有了实现“航母梦”的
底气和自信。

当年，我国买下当时仅完工约60%
的“瓦良格”，开启了中国发展航母的艰
辛历程。后来，“瓦良格”续建工程正式
立项，党中央一声号令，数十万军地建
设者迅速集结，万众一心、团结拼搏，仅
用不到8年时间就圆满完成续建工程
任务，取得了一系列航母关键装备和技
术“零”的突破。

“这一天，中国人等了太久太久。”
2012年9月25日，焕然一新的辽宁舰

终于迎来了交接入列的庄严时刻，近千
名航母舰员在舷边整齐列队，用威武挺
拔的站泊仪式共同见证了激动人心的
历史性一刻，人民海军开启了波澜壮阔
的航母时代。

中国航母的发展建设，始终与改革
开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没有改革开
放积蓄的时代伟力，就没有中国航母的
横空出世、破浪起航。交接入列6年多
来，辽宁舰五下南海、两出岛链，航迹从
近海向远海大洋不断延伸，航母编队一
次次把岛链变成身后的背影，歼—15
舰载战斗机的轰鸣声响彻西太平洋的
天空。 人民日报

“大国重舰”从无到有 辽宁舰，开启航母时代

近日，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精神，推
动各地尽快完成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
理整改工作，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应急管理部三部门办公厅联合印发
《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
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针对各地执法
力量不足、监管手段不完善等问题提出
一系列具体措施，推动各地加快校外培
训机构整改进度。

最严“禁补令”，能否禁得了校外培
训乱象？校外培训健康发展，校内教学
如何提升？11月26日晚，中国人民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宏山和财经评
论员万喆做客《央视财经评论》演播室，
深度解析。

最严“禁补令”“禁”的是什么？
杨宏山：“禁补令”意在促进规范化

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宏山：大中城市由于具有更优质的教
育资源，所以家长想追逐这样的教育资
源，所以相应的校外培训机构就发展起
来了。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需求，实际上
原因，就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这种优质
教育资源布局仍然不是很均衡的，所以
说家长在追逐这样的资源，使得这个市
场迅速发展并且膨胀得很厉害。现在
出台“禁补令”，就是想促进校外培训规
范化的发展。今天的问题是，校外培
训，尤其超前培训、超纲培训，会干扰正
常的课内教学。

管理的目的不是取缔而是促进更
好的发展，所以地方政府在执行的过程
当中，实际上也需要结合本地的实际情
况，来促使这个机构既能满足家庭的需
要，又不影响义务教育正常的教学，实
际上这是这个政策本身的目的所在。

治理校外培训功夫也应在校内？
杨宏山：校外培训具有刚性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宏山：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义务教
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包括政
府是不是在财政上投入一定的资金，
开发一些互联网上的义务教育资源，
能够更大范围覆盖到广大城乡中小学
生。

如果校内教育本身这个工作做得
不足，校外培训这一块，今天仅靠通过
明令禁制一些不规范的做法，实际上难
度还是很大的。

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不允许在小
学、初中的时候，进行考试筛选，但是我
们看到一些地方实际上仍然有变通性
的做法。一方面我们的义务教育资源，
今天过度集聚、不够均衡，在这方面我
们要改进；第二方面，针对今天这样一
个现象，公立教育也要开发相应的资
源，满足家庭在教育上的一些刚性需
求。如果这种需求在校内得到一定程
度的满足，对校外培训的刚性需求，就
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削弱。

万喆：禁“补”要先知道“虚”在哪儿
财经评论员万喆：“禁补令”首先要

知道“虚”在哪，之所以这么多人都要去
补，证明大家觉得自己很“虚”。就像平
时有些人要吃补药一样，我们要禁掉的
只能是乱服药、乱补药的那些人，但如
果确实在教育这个问题上，真的有“虚”
的成分，光靠禁，这些是禁不掉的。如
果家长觉得孩子确实需要去学习一些
课程，而这也是很普遍的状况，那就说
明，我们需要在整个教育基础的制度
上，包括教学大纲以及遴选制度上都要
做出改革。

杨宏山：要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布局
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杨宏山：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校内、校外
两手抓，从政府教育部门来说关键是需
要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布局和发展，现在
的根本问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过少，同
时大家又都在争夺这样的资源，所以通
过校外来弥补。我觉得一方面要把校
外培训规范发展，另一方面要优化校内
布局。

央视财经

最严“禁补令”来了！
治理校外培训 功夫也应在校内

游客从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
的“焦桐”下走过。这棵泡桐是焦裕禄
当年亲手种下，被人们称为“焦桐”。

河 南 兰 考 是 焦 裕 禄 精 神 发 源
地。50多年前，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

“除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这
是他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找到的兰考
贫困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后，“三

害”在兰考成为历史，但贫困却始终
是 压 在 当 地 人 民 头 上 的“ 一 座 大
山”。2002 年，兰考被确定为国家级
贫困县。

近年来，兰考把脱贫攻坚作为头
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以脱贫攻坚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抓住产业发
展的“牛鼻子”，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持

续推进改革和创新，切实做到扶真贫、
真扶贫、真脱贫。

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
“摘帽”的贫困县。共产党人交出的这
份亮丽成绩单，是对焦裕禄同志最好的
纪念，也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坚持人
民至上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冯大鹏 摄

耗时5年建成的孔子博物馆11月
26日上午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正式开
馆试运行，首批2000多件文物搬出孔
府文物档案馆、进入孔子博物馆，今后
将有 69万件孔府文物逐批“乔迁新
居”。

受限于缺少展览展示条件，人们
对孔府的印象长期停留在建筑外观，
孔府内的文物很少有人看得到。其
实，这里文物数量惊人：35类全国可移
动文物中，孔府文物涵盖34类，文物
藏品多达69万多件、约34万套，可移
动文物数量列全国前十、山东省第一。

“这应当是历史上孔府文物首次
集体‘搬家’，也是首次如此大规模地
面向世人展览。”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后裔儒学促进
委员会会长、93岁的孔子第77代孙
孔德墉曾在孔府内居住过 8年。他
说，透过这一件件穿越历史沧桑的文
物，人们可以读懂孔府何以被称为“天

下第一家”。
战国时期的黄玉马、锡银满汉全

席餐具、明代蟒袍、记录400多年历史
的孔府档案……历经数月准备，从11
月中旬起，2000多件孔府文物开始打
包，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达近百件。

专用于祭孔大典的10件形制古
朴、纹饰精美的青铜器“商周十供”也
在首批展陈中。作为孔府御赐文物的
代表和国宝级文物，“商周十供”是我
国稀有的完整成组传世的青铜器瑰
宝。

孔子博物馆青铜器组藏品保管员
褚红轩介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
皇帝亲临曲阜祭孔，发现孔庙孔府的
祭器“不过汉时所造，且色泽亦不能甚
古”，遂从宫中所藏挑出10件商周时
期的青铜器作为赏赐，每一供都刻有
篆文“乾隆御赏”。

新华社记者此前独家采访了文物
打包、搬运的全过程。记者11月20日

在现场时看到，一辆交警车负责在最
前面开路，中间是装文物的专用货车，
四角各有一辆巡特警摩托，最后还有
一辆特警车押护，执勤特警全部荷枪
实弹。

孔子博物馆（原孔府文物档案馆）
藏品保管部主任孔祥军说，1993年建
成的“孔府文物档案馆”，随着时代变
迁功能逐渐落后，不仅部分文物得不
到妥善保藏，更无法满足文物修复、展
览陈列、教育科研等需求。

踏入孔子博物馆的第一个展厅
“序厅·大哉孔子”，环绕式投影幕
墙、星空穹顶，立刻将参观者带入
2500多年前那个动荡的社会。据孔
子博物馆副馆长金泉介绍，新建成
的孔子博物馆总建设面积 5.5 万平
方米，高达 32米。相较于拥挤老旧
的档案馆，孔子博物馆现代感、科技感
十足。

北京晨报

69万件文物 孔子博物馆开馆试运行

宁波市公安局官方抖音号“阿拉
警察”发布了一个暖心的真事儿：11月
23日中午，一名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走
进鄞州白鹤派出所，掏出了兜里的一
张张钞票，递给两名警察，“我就把这
一份一点点小心意，转交到你们这里，
帮我转交给有需要的学生”。

已经入冬的宁波气温大约10摄
氏度，在监控视频里，流浪汉衣裳单薄，
留着的长发还似乎有些油腻。民警接过
钱，有些于心不忍，好意提醒道：“钱你可
以少捐一点么，冬天了，你是捐了，你自
己呢，那你自己不需要一点么?”

“我自己有，能照顾好自己，这个
没问题。”流浪汉打着包票。

民警一数，这叠钞票总共 1000
元。在繁华的城市，流浪汉能攒下这
笔钱太不容易了，可能他要遭受无数
白眼，可能他要穿街走巷卖垃圾，可能
他要省吃俭用地饥一顿饱一顿。有些
时候，有的人见到他们反而避之不及，
甚至露出嫌弃的神情。

但在这家派出所里，他的行为感
动了所有人。没多久，身边的一位年

轻女子拎着一包生活用品过来，说这
些东西是专门为流浪汉买的。

流浪汉的第一反应是“那我要付
钱给你”，女子马上说“不用不用，真的
不用，你献爱心，这也是我的一点爱
心。”民警也急忙劝着：“你帮助别人，
她也在帮助你，互相帮助嘛。”

见到这一幕，不少网友眼眶湿润
了，特别是看到流浪汉要付钱给年轻
女士的画面。抖音网友“小手”感慨

“世间万物莫过于情，这个情好重”，抖
音网友“众人皆醉我独醒”直言“我已
经哭不出声音了”，网友“魏Sir”的感
觉却是惭愧，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带着
有色眼镜去看待流浪汉，而在流浪汉
眼里，所有人是平等的。

对于不少人来说，1000 元并不
多，可在多名网友看来，这1000元“太
重了”、“我觉得这1000块能抵得上一
个亿”、“毕竟(可能)是他的全部身家”。

宁波市公安局称这是“冬日的暖
心故事”，这则视频更是引起了将近
250万条点赞。事实上，这是政务抖音
传播正能量的一个缩影，截至2018年

上半年，政务媒体类进驻抖音超过
2800个账号，发布视频近10万条，播
放总量超过500亿。而根据人民网舆
情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排名
前50的政务类爆款视频中，公安系统
就占了23条。

据了解，抖音目前国内日活跃用
户超过 1.5 亿，月活跃用户超过 4.5
亿。抖音有关负责人介绍，抖音希望
能够与广大政府机关、权威媒体一道，
在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方面不断
创新，大力推动网络短视频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
年营造一个积极健康、营养丰富、正能
量充沛的网络视频空间。

网友们显然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看完宁波市公安局推送的视频，抖音
网友“K先生”亮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

“哪怕活得卑微，但我活得有尊严;哪
怕我弱小，我也愿意去帮助别人”，网
友“小隐于尘525”随后跟评道，中国人
多，但绝不能阻挡人们骨子里“团结一
致、共圆大梦的立场”，“爱你们，不容
易的精神支柱!” 国际在线

流浪汉向宁波民警捐1000元，抖音百万网友点赞：
他捐的是自己的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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