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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启用

多地推出升级版“禁酒令” 约束公务员更细更严格

定位精度可达毫米级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在 5 月 27
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全国卫
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正式启用。
覆盖范围
该系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
能够兼
最广的卫星导航定位服务系统，
容北斗、
GPS、
格洛纳斯、
伽利略等卫星
导航系统信号，
可以向公众提供实时亚
并向专业用户提
米级的导航定位服务，
供厘米级乃至毫米级的定位服务。
测绘基准是国民经济、
社会发展、
国家安全以及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基
础，要客观、真实地反映空间位置，首
先要有统一的起算依据，即统一的测

随着卫星导航
绘基准、
统一的坐标系。
定位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传
统测绘基准体系已不适应高新技术发
展的需求。同时测绘基础设施有损毁，
现势性差，大大降低了测绘基准的服
务能力。为此，2012 年 6 月经国家发
改委批复启动国家现代测绘基准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一期工程。国家测绘地
理信息局于 2017 年全面完成建设任
务并通过竣工验收。
据介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利用现代测绘基准工程、海岛（礁）
测绘工程以及陆态网等建设的卫星

导航定位基准站，组成具备 410 座
规模的国家级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
网。同时构建了 2700 座站点规模的
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建成了 1
个 国 家 数 据 中 心 和 30 个 省 级 数 据
中心，共同组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服务系统。
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务系
统由接收卫星数据的基准站和进行
数据存储、传输、计算的数据中心两
个部分组成。基准站分为国家级和
省级两种，数据中心也分国家级和
省级两种，实行分级管理、分级服

务。具体来说，一个是由国家级数据
中心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开放式的亚
米级导航定位服务，一个是省级数
据中心面向专业用户或者说特殊用
户提供厘米级和毫米级服务。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负责人表
示，
“全面使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服
务系统改造了我们传统的测绘基准，
速度和精度获得了大幅的提升。精度
提高以后，导航定位的应用领域大大
扩展。
目前，
系统已经在国土、
交通、
水
利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人民日报

女大学生离校一月宿舍变鸟窝 不忍惊动任其搭窝
5 月 22 日，成都航空职业技
靠近宿舍一侧的晾衣杆上，大约
术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大二女生胡
占了 5 个衣架，衣架上挂着的多
元泓结束为期一个月的实训回
是此前晾晒的大衣等冬装，一件
自己和室友离
校，
却惊奇地发现，
白色的大衣已经沾上了枯草和鸟
校前挂在阳台的衣服上竟然多了
粪。
“大家都说，不要去打扰它，等
一个鸟窝，一只灰色的大鸟蹲在
小鸟学会飞就会飞走了，衣服就
窝里。
不要了嘛，总不能把它们赶走。”
在西华大学
无独有偶，
近日，
胡元泓告诉记者，都是喜欢的衣
和四川师范大学成龙校区，也出
服，怕压舍不得放衣柜，才挂阳台
现了鸟在学生宿舍筑巢孵蛋的情
的。看得出来，为了让大鸟安心抚
请不要打扰它
况。
鸟类专家告诫，
养小鸟，胡元泓乐意舍弃衣物任
们，
让它们自然完成繁殖。
它搭窝。
离校一月 宿舍变成鸟窝
不打扰它 等它自己飞走
胡元泓所在的宿舍，位于 10
通过成都商报记者提供的图
栋 2 楼，阳台后面是一片树林， 片，成都观鸟会理事长沈尤辨认出，
邻近的一棵树叶子几乎都要伸进
在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宿舍筑巢
因为颈下部至
阳台来了。
的，是一只朱颈斑鸠，
这种
5 月 22 日上午 11 点左右， 颈侧黑色、
有白色斑点而得名。
结束实训的胡元泓回到宿舍，在
鸟生活在城市里，
并不少见，
但繁殖
阳台发现了一些散落在地的枯
后代要求绝对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草、树枝，她先以为是风刮进来
选择在人类环境里筑巢产卵，并不
草似
的，
但仔细查看又有些奇怪，
多见。
抬头一看，
她才发
乎集中在一堆。
“鸟类繁殖需要一定的条件，
现，离校前舍友们晾晒在阳台上
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阳台上或
因为
突出的
的衣服上，
竟然有一个鸟窝。
者衣服放置的地方，有支撑、
给它们提供了
鸟窝的位置正好在衣架上，胡元
位置，
又没有人打扰，
小鸟应
泓用自拍杆套上手机，才拍到一
筑巢条件。”沈尤初步估计，
只灰色的大鸟安静地匍在窝里， 该在 6 月中旬逐步学习飞，但是需
“我就想，
它不是
警惕地打望着。
要看其父母的抚育情况，小鸟的营
以及鸟
在产蛋就是在孵蛋。”
养状态，
是否能够健康成长，
本来没有打算惊扰大鸟，但
妈妈是否能够很好地教会它飞行，
因为衣架间 “每窝 鸟都 有 差异 性， 这个 不 确
第二天，
胡元泓发现，
缝隙较大，有一枚鸟蛋不慎滚出
定。”
鸟窝，跌破在地，而巢里，仅剩下
沈尤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遇到
一枚鸟蛋。“我就拿晾衣架把鸟
鸟类 “侵占” 人类环境繁殖的情
窝轻轻稳住，然后把挂着的几件
况，最妥善的处置办法就是不要
衣服朝墙的方向推紧一些，怕再
管，不要刻意地观看、拍照、传播，
掉下来”。大约三天后，小鸟破壳
或是做出某些动作惊扰，就让它
了。“现在大鸟经常飞出去找吃
们安安静静地在原地完成繁殖，
的。”胡元泓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自己飞走就可以了。对此，胡元泓
自己还特意给大鸟找了一些米， 也表示，这只鸟儿想待多久就待
撒在阳台上。
多久，寝室的姐妹们都说好了，不
5 月29 日下午，记者在胡元
会打扰它。
泓的宿舍阳台看到，鸟窝搭在
成都商报

前不久,台儿庄大战纪念馆以“烽
火家书诵读会”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展
示参战将士遗存的家书。台儿庄大战参
战将领后代等担任“朗读者”,与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讲解员共同诵读 “烽火家
书”,许多观众潸然泪下。透过一封封家
书, 人们能够看到中国军人浴血抗日的
爱护妻儿的柔情。
爱国精神和孝敬双亲、

邹绍孟关心儿子学业

“是否可以自带酒水或者个人为酒水
买单？”“节假日的公务活动能否饮酒？”
遇到这些问题，
以后不必含糊。今年 3 月，
重庆市沙坪坝区出台禁止饮酒的规定，要
求只要是工作期间，只要属于公务活动或
接待，
就不能饮酒。
记者调查发现，近期许多地方推出升
级版的“禁酒令”，
对公务接待或活动中的
饮酒行为约束更细更严格，让干部养成公
务活动禁酒的习惯，
进而形成一种自觉。
禁令约束更严更细
据了解，
2013 年 12 月，中办、国办印
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要
求工作餐应当供应家常菜，不得提供香烟
和高档酒水。近期出台的“禁酒令”升级
饮品种类等多个方
版，
体现在对时间场合、
从工作日午间不得饮
面的限制升级。
例如，
酒，扩大到工作日、工作时间不得饮酒；除
外事、招商引资等特殊情况经批准可饮酒
外，
其他公务接待一律不准饮酒；从不得提
供高档酒水，严格为不得饮用含酒精饮料
或任何酒类。
重庆市沙坪坝区在全区机关事业单
位、街镇、国企、村(社区)和人民团体中执
行“五条禁酒令”。
“这些规定一方面对禁
另一
酒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细化，便于执行；
方面，
对公职人员饮酒行为约束更为严格，
有利于推动干部作风建设。”沙坪坝区纪
委常委杨刚说。
执纪加码追责领导
从各地反馈来看，公款吃喝基本绝迹，
但“端起酒杯好办事”的错误观念并未绝

迹。公务活动不敢喝，在个人聚会上喝得
面红耳赤；中午不敢顶风喝，就在晚餐、宵
夜时“补上”。
针对这些问题，各地更是在监督执行
力度上加码。
今年 3 月，北京市延庆区委、区政府
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对公职人员下“禁
一个重要原
酒令”。
“过去之所以酒难禁，
因在于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不力。”延庆
区纪委常委、监察委委员赵春生表示，此
次出台的“禁酒令”最大特点在于有了明
确的罚则，同时强化了领导责任，除了追
究当事人责任外，还追究主要领导、主管
领导责任。
持之以恒培育新风
新疆出台禁止饮酒的规定后，自治区
纪委在监督执纪的同时，注意了解社会各
界的反响。自治区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
主任李浩军说，干部和群众为“禁酒令”
叫好，
“禁酒令”不仅给干部松了绑，也让
民营企业减了负，
带动了社会风气改善。
“不喝酒也能招好商”在辽宁优化营
商环境的进程中渐成共识。沈阳市于洪区
副区长郭忠孝坦言，
“‘在酒桌上增进情
感’是虚的，关键政府要依法依规办事、
让合同落地。”
对于地方出台升级版 “禁酒令”，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认为，公
务活动禁酒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出台禁
令只是第一步；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
去，必然会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形成新的
风尚。
中国青年网

北京二手房价大面积下跌 部分区域跌幅超 20%

英雄花开染江山（中国画）

人民日报

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统
计，
自 3 月份以来，
北京二手房市场成交量
连续下滑。2017 年 5 月份，二手住宅市场
实际签单量环比4 月份同期下降 34.2%，
新增客户登记量也环比 4 月份同期下降
11.9%，
市场交易活跃度已跌入谷底。
部分区域房价下跌 20%
值得关注的是，据伟业我爱我家集团
市场研究院统计，
2017 年 5 月份，北京二
手房成交均价环比 4 月份同期下滑 2.4%。
在有交易的 12 个区域中，多达 8 个区的
成交均价都在下跌，仅有 4 个区的价格上
幅
涨。跌幅最大的是通州区、亦庄开发区，
度都超过了 20%。
伟业我爱我家爱集团副总裁胡景晖
表示，面对史上最严格且最严密的楼市调
控，北京二手房市场上的投资投机现象得
到明显遏制，不少资金实力相对有限的改
善型需求也不得不放弃或延缓购房计划，
即使是刚需也要负担比以前更高的贷款
成本。因此，在一系列严密而严厉的政策
叠加下，北京二手房市场有资格、有能力
购房的需求明显减少。
他进一步强调，强有力的政策已经改
变了北京二手房市场的预期，买卖双方的
博弈关系已经逆转，整个市场正在向买方
业主已
市场转变。随着交易量的持续下滑，
买家不再积极，
观望
经无力维持强势地位，

情绪浓，市场议价空间在增大，曾经坚挺
的房价已经开始松动，下跌成为了必然趋
势。
值得关注的是，二手房市场的杠杆率
也在发生变化，由于政策的高压限制，全
款购房比例正在提升。
全款购房比例超过四成
据伟业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数据统
计：
2017 年 4 月时，北京二手房交易全款
支付的比例为 37.92%，环比 3 月份增加
8.77 个百分点，时至 5 月份，这一比例再
次上升 5.31 个百分点，达到了 43.23%。
与此相反，
商贷支付比例在 4 月时为
40.59%，环比 3 月份下降 10.79 个百分
到 5 月时再次下降 6.17 个百分点，降
点，
至 34.42%。目前，
北京二手房交易的全款
支付比例是 2017 年前 5 个月的最高值，
商贷支付比例则是最低。其它支付方式的
占相对稳定，
变化不大。
有业内人士也称，北京二手住宅交易
目前已经下降到了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接
下来或许还会下降，但下降的空间已经不
大，降幅会逐渐变小，低位趋稳将成为北
京二手房交易量接下来的持续走势。价格
方面，由于前期涨幅过大，所以回调的空
间现在依旧存在，随着交易量的持续低
迷，
未来房价的降幅还将进一步扩大。
证券日报

英雄家书演绎动人故事
17 日,成都的报纸刊登了邹绍孟写给儿
子的绝笔家书。
邹绍孟的孙子邹维告诉记者, 如今
这封家书的复制件已被装裱并悬挂在邹
家的书房,用以激励家中后辈。
邹绍孟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是邹汝
宁, 小儿子邹汝祥在他牺牲两个月后出
生。邹维对记者说:“伯父谨记爷爷的教
诲,刻苦学习,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语文
教师, 后来任职绵阳中学校长,‘文革’
时去世。”

1937 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
军一二四师参谋长邹绍孟接到上级命
令, 第一二四师全体将士开赴山东抗日
前线。
于是,邹绍孟带着几千名川军从四
川老家来到了台儿庄。三月初的台儿庄
春寒料峭, 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出川
前单薄的衣衫, 脚上的草鞋早已在三千
黄人钦劝妻子改嫁他人
里路的徒步行军中破烂了。战士们的脚
上全是一道道深深的血口, 他们就这样
1937 年 10 月 2 日,在六十军 1082
他
新郎是
一步一个血印,从四川走到了台儿庄。
团的军营里,一场婚礼正在举行。
们顾不上休整,急匆匆地赶到了滕县,与
上尉连长黄人钦, 新娘是毕业于昆明女
军营里,前来参加
日军展开了一场残酷的滕县保卫战。
子中学的学生商幼兰。
1938 年 3 月 11 日,邹绍孟忙完了
婚礼的亲友们纷纷送上祝福。
一天的军务坐在桌前, 看着桌子上那封
可是两人的婚礼刚刚过去三天,10
老家寄来的信件, 他思绪万千。4 个月
月 5 日,六十军在昆明巫家坝举行誓师
了,战事紧迫,他几乎顾不上给家里写上
大会,挥师北上抗日。
黄人钦没有丝毫犹
当他告诉
一封信。
不知道父母是否安康?不知道妻
豫,他要跟随六十军出滇抗战。
儿生活如何?望着窗外的夜空,灯下提笔
妻子和家人马上随军出征时, 大家都惊
给大儿子汝宁写了一封家书:
呆了, 亲友们劝他说:“你婚假未满,如
“宁儿：
果请假,长官会批准的。”
我的好儿子, 你最近学习可好?爸
黄人钦慨然答道:“日军侵略中国,
爸,我在前线为你担忧着,你要记住邹家
多少个家庭生灵涂炭,国将不国,何以为
的祖训——
—勤奋读书,学有成就,做事要
家?”他对妻子说:“幼兰,保家卫国,好
立志向上,竞争优胜。
男儿自当投身沙场! 为了千千万万个家
爸爸我是一个军人,战场就在眼前,
庭的幸福, 只有牺牲我们自己的小家
如果我不幸以身殉战, 那是我作为军人
了。”
的神圣天职。宁儿,我的好儿子,你要记
妻子眼含热泪, 久久凝望着丈夫:
宁儿, “你报效祖国的心情,我懂。你上前线打
住爸爸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中华的热血男儿, 一定要担当起报
鬼子,我支持。可是,你这一走,我们何时
效国家的大任。
能再相见啊……” 望着眼前新婚的妻
奶奶和全家人,盼
牵挂着你的爷爷、
子,黄人钦千般不舍,可是,作为军人,他
望着早日与你们团聚在一起。”
要履行军人的职责啊!临行前,商幼兰掏
4 月 15 日, 当家书寄到四川老家
出一块儿手帕放到黄人钦手中:“这是
时,邹绍孟已在滕县保卫战中以身殉国。 我亲手给你绣制的手帕, 上面绣着你最
本 报 地 址 ： 铜 陵 市
广 告 部 ：
5861508 13605629133

摘

喜欢的梅花,你带上它,想我的时候就看
看。”
黄人钦接过手帕,紧紧地攥在手里,
流下了热泪。
1938 年 4 月 23 日拂晓,日军的炮
弹就像暴雨一样向台儿庄凤凰桥一带阵
地覆盖而来,顿时阵地上成了一片火海。
日军在十多辆坦克的掩护下开始了进
攻,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敌人坦克,
轻重机枪密集开火射向敌人。面对拥向
阵地前的日军,黄人钦率队奋勇冲杀,与
敌人肉搏,在冲锋时不幸身中数弹,壮烈
牺牲。
战友们整理黄人钦遗物时, 在他的
贴身衣袋里发现了那块儿绣着梅花的手
帕,洁白的手帕已经被鲜血浸透,手帕里
面是一页被染红了的信纸, 这是他写给
新婚妻子却还未来得及寄出的信。“幼
兰爱妻:倭寇深入国土,民族危在旦夕。
身为军人,义当报国,万一不幸,希汝另
嫁,幸勿自误。”
黄人钦牺牲后, 他所在的部队将他
的血衣和遗书寄回了他的家乡。乡亲们
在其祖坟地里,为他建了一座衣冠冢,以
示悼念。

赵克牺牲时揣着给父母的信
在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展柜中, 陈列
着一张珍贵的照片和一封还未寄出的
信。
照片的主人叫赵克。他和三哥赵继
昌同在 1084 团当连长。在 1938 年 4 月
22 日的战斗中,1084 团与日军突然遭
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从上午到晚上,
当
杀得敌人尸横遍野,鲜血浸透了黄土。
时部队的建制已经完全打乱, 战场上官
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赵继昌只好在战
场上一遍又一遍的呼喊着弟弟的名字,
但是没有回应。

一早, 我们就要出发飞到徐州参加战斗
了!在那儿信回家是寄不通了。当然,很
快就会南返的, 但是一定会经过一场激
烈的厮杀。
我是抱着必胜的决心去的,很
快就会平安归来。我要用子弹射向敌人
赵继昌忘不了出征时母亲含泪拉着
日军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面对装
的脑海和心窝中去!但如果我牺牲了,您
他兄弟二人的手说:“你们兄弟俩这次
备精良的日军,尹国华身先士卒,冲锋在
也不要难过,因为儿是为国家而牺牲的!
出征打鬼子,娘同意、支持!可一定都要
前。在他的带动鼓舞下,全营官兵抱着
你应该感到高兴和自豪!”
活着回来。三儿啊,你是哥哥,可要照顾 “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打退了日军多
“亲爱的云妹,想念你!我们的儿子
好弟弟啊。”赵继昌看着母亲殷切的泪
次进攻,从清晨一直战斗到傍晚,都没有
球球已经八个月大了,要学着说话了,不
光,点了点头说:“娘,你放心,我一定把
后退一步。最终因敌众我寡,年仅 30 岁
要教他说爸爸、妈妈, 一定让他先学会
弟弟带回来。”可如今弟弟不见了,如何
的尹国华及全营 500 多名官兵全部壮 ‘抗日’两个字!日寇一天不打倒,就没
向娘交代啊?赵继昌发疯般地在死人堆
烈殉国。当丈夫牺牲的消息,传到妻子
有国,也就没有家!云妹,别时容易见时
里找弟弟,他东一头西一头,扒拉来扒拉
的耳中,她强忍着泪水,颤巍巍地从书橱
难,母亲、儿子都交给你了,嫁给我真是
去,手都划破了,几次滑倒在血泥里,终
里拿出几天前收到的家书。
苦了你了,此去如不能如期归来,你不要
于找到了弟弟的遗体。在弟弟衣袋里发
“爱妻:到信阳后寄出三次信,都收
悲伤,不要难过,好男儿战死沙场,马革
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亲爱的双亲,
到了吗?儿子已在呀呀学语了吧……两
裹尸骨也香。”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台儿庄战场了,儿已
个女儿也开始上学了吗?这虽是她们的
3 月 25 日凌晨, 何信率 14 架战机
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去和敌人肉
爱好,同时也是环境允许她们,不然,如
与 17 架日机交锋于临(沂)枣(庄)上空,
搏。此后战场上的消息,请您老人家别
在战区的孩子,逃亡之暇,哪能有机会上
击落日机 6 架。当回航至牧马集上空
担心。飞机不停地抛炸弹,大炮不住地
学呀。希望你能带着他们去拍一张照片
时, 遭到埋伏在云层中日军 18 架驱逐
咚咚响。不写了。敬祝福安。不肖儿师韩
寄来,想念你们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
机的截击。此时, 何信所驾飞机油弹两
跪禀。”赵克又名赵师韩。
看……你要勤俭持家,用一分钱要有一
缺。
敌机发现何信的飞机是主机,纷纷围
看完信后,赵继昌悲痛欲绝,暗下决
分钱的价值,同时,省下一分钱,捐助国
了上来,何信胸部连中三弹,血流如注。
心:一定要把弟弟背回家!就是骨灰也让
家,也就是增进一分的抗战力量……而
他没有选择跳伞逃生, 而是拼上最后一
俺爹俺娘看一眼。他把木头架在一起,
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我很兴奋这一次
点力气,驾机向日机迎头撞去,利用日机
火化了弟弟的遗体,用干粮袋装好了弟
能有机会去和敌人周旋,为了我们国家
躲闪的机会,射出最后一排子弹,中弹敌
弟的骨灰背在肩上,带着仇恨继续与日
的存亡,我很愿意与日本鬼子拼命到底,
机冒着黑烟坠向大地。何信继而操控伤
军战斗。他开枪击灭了探照灯,在夜色
即使不幸而战死,也算是我平生的夙愿
机,就近撞上另一架敌机,与日机同归于
中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找到了自己的
了。”
尽。
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赵继昌自己也负
尹国华全营英勇阵亡的消息传遍全
何信牺牲时才 25 岁, 台儿庄当地
了重伤,但他都顽强地支撑着,因为他一
国,受到各界人士的敬重。《云南日报》 一名大财主捐出了自己的棺材收敛烈士
定要把弟弟背回家。当他看见爹娘,手
以通栏大字标题予以报道:“为国捐躯,
的遗体, 后来遗体运至武汉又换成了楠
战死沙场,足了平生之
捧着骨灰,扑通跪在地上:“爹,娘,我和
尹营长精神不死；
木棺材。
运回故乡桂林安葬时,公祭三天
弟弟回来了。娘啊,弟弟战死沙场,没给
愿；
浩气长存,堪与日月增光。”
三夜,万人空巷。
您老人家丢脸!”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授予何信“空军
何信让儿说话先学会“抗日”两字
烈士”称号。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
尹国华望妻节省捐钱抗日
抗日烈士何信的儿子何平接受记者
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1938 年 4 月,日军在台儿庄溃败以
采访时,向记者讲述了父亲的抗日故事。
何平半岁时,父子曾见过一面。至今
后,恼羞成怒,迅速调集 30 余万兵力向
1938 年 3 月,台儿庄战役打响。空
何平还珍藏着父亲当时穿的航空服,前
徐州迂回, 企图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军上尉副中队长何信奉命参加台儿庄保
后洞穿了 6 个孔。何平退休后创办了桂
第六十军将士奉命开赴台儿庄前线增
卫战。22 日,出征前,他给母亲和妻子写
林“何信烈士纪念馆”,向人们讲述父亲
援。
下了一封家书。
的抗日爱国故事。
4 月 22 日清晨,尹国华所在部队与
“亲爱的母亲:你老人家安好,明天
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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