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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会召开
总理李克强作重要批示

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
9 月 16 日至 17 日在四川省达
州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
要批示。批示指出：各地区各相
关部门要合理安排搬迁规模和
进度，严格抓好工程质量，规范
资金项目管理，实现精准搬迁、
安全搬迁、阳光搬迁；聚焦培育
内生动力，结合各地实际下大
力气解决搬迁群众后续产业发
展和就业增收问题，确保搬迁
一户、稳定脱贫一户，为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

人社部：140 项职业资格
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
日印发《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
格目录的通知》，１４０项职业资
格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１４０项职业资格包括专
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
员职业资格５９项，含准入类３６
项，水平评价类２３项；技能人
员职业资格８１项，含准入类５
项，水平评价类７６项。这些职
业资格基本涵盖了经济、教育、
卫生、司法、环保、建设、交通等
国家重要的行业领域。

据新华社

张育军被立案侦查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

审查决定，依法对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主
席助理张育军以涉嫌受贿罪立
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
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张育军，1963 年 5 月出生，
汉族，四川什邡人，经济学博士、
法学博士。2012 年 8 月任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2012 年 9 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席助理。 据高检网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秦宜智任质检总局副局长

任命秦宜智为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正部
长级）；任命尚勇为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正部
长级）；任命余勇为中国气象局
副局长；任命祝树民为中国银
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任命张慎峰为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主席助理；任命綦成
元、刘宝华为国家能源局副局
长。免去许小峰的中国气象局
副局长职务。 据人社部网站

湖北政协原副主席刘善桥
严重违纪被双开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
员、副主席刘善桥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善
桥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
查；违反组织纪律，在干部选拔
任用中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
财物，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
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
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
权为他人谋取利益，亲属收受
财物，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
生活纪律。 据新华社

婚恋平台执行实名制
严打婚托婚骗

日前，共青团中央、民政
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
导意见》，对青年婚恋工作的思
路目标、基本原则、工作内容和
组织保障进行部署。

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婚恋
交友信息平台、婚介婚庆服务
机构的行业标准体系和监测评
估体系。协调推动工商、工信、
公安、网监、机关职能等部门的
协同联动，推动实名认证和实
名注册在婚恋交友平台的严格
执行，加强对个人用户信息保
护的监督执法，依法整顿婚介
服务市场，严厉打击婚托、婚骗
等违法婚介行为。 据新华社

国庆、中秋“超级假日”
预计 7 . 1 亿人次出游

今年国庆、中秋佳节双节
相逢，叠加构成长达 8 天的“超
级假日”。国家旅游局预计，10
月 1 日至 8 日国内旅游人数将
达到 7 . 1 亿人次，国内旅游收
入将达到 5900 亿元。据国家旅
游局数据中心居民出游意愿调
查显示：居民第四季度出游意
愿为 82 . 6%，其中 64 . 8% 的人选
择国庆、中秋假日到十月底期
间出游。 据新华社

军队高等教育自考改革
明年按新体系组织实施

近日，中央军委颁发了《关
于深化军队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全军
推进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改革，
是为了充分发挥军队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在军事人才培养方面
的功能作用，积极推进学习型
军队学习型军营建设。其中，军
队自考将实行军队自考免费制
度，取消了过去设置的自学考
试各种收费项目，主考院校、命
题中心、考点等单位需要开支
的自学考试相关费用，纳入教
育训练费预算保障。 据新华社

河南敦促“善心汇”
传销分子限期自首

河南省公安厅、河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河南省人民检察
院日前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善
心汇传销犯罪分子限期投案自
首的通告》，“善心汇”传销犯罪
分子本月底前投案自首从宽处
理，拒不归案将依法从严惩处。
截至目前，河南省公安机关共
立案 90 起，抓获涉嫌犯罪的传
销人员 172 人，并全部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目前已经依法批
准逮捕 26 人。 据新华社

民航局：允许航空公司对便
携电子设备影响进行评估

民航局飞行标准司副司长
朱涛１８日表示，根据机上便携
式电子设备的发展趋势和国际
上的研究成果，民航局将允许由
航空公司对便携式电子设备的
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管
理政策。交通运输部日前通过了
对《大型飞机公共航空运输承运
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第五次修
订。在航空器持续适航与安全改
进方面，进一步明确了航空公司
有关航空器持续适航和安全管
理的要求。 据新华社

新浪微博新发布
“用户协议”引争议

近日，新浪微博发布了《微
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由于必
须同意接受该政策后才能继续
使用微博，不少人第一次开始
认真研读微博相关协议。有网
友发现，在默认用户同意的《微
博用户服务使用协议》中要求，

“未经平台事先书面许可，用户
不得自行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
微博内容”，由此引发众多网友
对自己微博版权的担忧。

16 日，新浪微博就此问
题作出回应，称用户对自己的
原创作品毫无争议地拥有著
作权，该条款仅针对未经微博
平台同意的第三方非法抓取
行为。 据《北京青年报》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探测器上有 13 种有效载荷

中国探月工程副总设计
师、国家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
程总设计师张荣桥 20 日在北
京表示，中国火星探测任务的
相关载荷已基本确定，探测器
上共有 13 种有效载荷，其中环
绕器上 7 种、火星车上 6 种。这
些有效载荷涉及空间环境探
测、火星表面探测、火星表层结
构探测等领域。中国计划于
2020 年前后实施的火星探测目
前进展顺利，正在按计划稳步
进行，对预期的科学目标进行
预先研究。 据中国新闻网

定位精度优于 5 米的北斗
三号全球组网卫星将发射

18 日在京开幕的第三届
军民融合发展高技术装备成果
展览暨论坛活动上，中国卫星
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承
其表示，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
星预计 11 月发射，今年年底前
发射 2 组。

冉承其介绍说，根据计划，
2018 年前后完成 18 颗卫星发
射，率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提供基本服务；2020 年形成
全球服务能力，建成世界一流
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北斗三
号卫星的定位精度优于 5 米。”

我国自 20 世纪后期开始
探索适合国情的卫星导航系统
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了“三步
走”发展战略：2020 年前后建
成北斗全球系统，向全球提供
服务。 据新华社

新技术可使疫苗
“一次注射 多次接种”

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
“ 3D 编织”技术，能把不同剂次
的疫苗封装整合在一起，一次
性注射进人体后多次释放，相
当于多次接种的效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新发
布的新闻公报说，新技术可精
确控制不同剂次的疫苗在人体
内的释放时间，用一次注射取
代多次接种，对发展中国家的
免疫工作特别有意义。

目前的微粒尺寸偏大，只适
合皮下注射，不能用于肌肉注
射。研究人员正在寻求缩小微粒
尺寸、进一步延长释放时间，希
望最终能通过一次注射实现对
多种疾病的免疫。 据新华社

韩海军新型潜艇入列
被韩军誉为“战略匕首”

韩国 1 艘排水量为 1800
吨的新潜艇于 9 月 7 日下水，
这艘潜艇被描述为能够精准打
击一系列目标的“战略匕首”。

这艘柴电潜艇的下水使
得韩国海军 KSS-2 型潜艇采
购项目得以圆满完成。该项
目于 2000 年启动，旨在为韩
军制造 9 艘排水量为 1800 吨
的 214 型潜艇。这艘潜艇长
65 米，宽 6 . 3 米，最大航速为
20 节，并且装备有韩国自主
研发的射程为 1000 公里的巡
航导弹。韩国海军计划在进
行一系列测试后让其于 2019
年服役。 据参考消息网

洛马展示筒射微型无人
机：可在水下及空中起飞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公
布了一款完全在英国设计和
制造的轻量筒射微型无人机
系统，它可以由不同领域和
军种的平台发射。这款无人
机被称为“先驱者”，它宽为 4
英寸（1 英寸约合 2 . 54 厘米），
重量不到 2 公斤。可以从直升
机、车辆、水面舰船和潜艇上
起飞，也可以手持发射。这款
无人机拥有折叠翼结构，以便
能置于一个筒射系统内。“先
驱者”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 50
节，并能连续飞行两个半小
时。有效载荷位于无人机的背
部，白天和夜间均可使用。

据参考消息网

伊朗称研制出“炸弹之父”
威力媲美“炸弹之母”

伊朗的一名高级将领 17
日称，该国已经制造出一枚
可以与美国“炸弹之母”媲美
的 10 吨级炸弹。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
天部队指挥官阿米尔·阿里·
哈吉扎德将军说：“我们现在
已经研发出了这种炸弹，它
能够从飞机上投射，具有极
强的破坏力。”哈吉扎德将这
种炸弹描述为“炸弹之父”，
可与今年 4 月美国空军对阿
富汗楠格哈尔省隧道投下的

“大型空爆炸弹”（MOAB）相
媲美。 据参考消息网

卡塔尔向英国购买
24 架“台风”战斗机

卡塔尔国防国务大臣哈
立德·阿提亚 17 在多哈与英
国国防大臣迈克尔·法伦签
订协议，向英方购买 24 架“台
风”战斗机。

在沙特阿拉伯等国与卡
塔尔断交引发海湾危机以
来，卡塔尔加快了军购步伐。
6 月，卡塔尔和美国签订购买
F-15 战机合同，总额高达 120
亿美元。美国在卡塔尔设有
海湾地区最大的军事基地乌
代德空军基地，兵力逾万。土
耳其也在卡塔尔建有军事基
地并驻有部队。 据新华社

联合国秘书长：
核扩散威胁世界和平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19
日对参加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
论的各国领导人及高级代表说，
当今世界对核武器的担忧达到
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

古特雷斯在联大一般性辩
论首日第一个发表讲话。他说，
对核武器的恐惧并不是抽象的，
数以百万计的人正生活在朝鲜
核导试验的阴影中。随着紧张局
势的升级，误判的几率也会增
多，充满火药味的讲话可能导致
致命误解。 据新华社

墨西哥 7 . 1 级地震
已造成 248 人死亡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发布
的消息，当地时间 19 日 13 时 14
分，墨西哥发生 7 . 1 级地震，震
中位于莫雷洛斯州阿克索恰潘
市西南 12 公里处，震源深度 57
公里。首都墨西哥城震感强烈，
部分街区停电，机场一度暂停全
部航班。截至 9 月 20 日，地震已
造成 248 人死亡。墨西哥政府已
调动军队等多方力量实施紧急
救援。 据新华社

美国或再关闭驻古巴使馆：
因使馆人员遭“声波攻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9 月 17
日说，在美国驻古巴使馆人员遭
到声波攻击之后，美国或会再次
关闭古巴的大使馆。报道称，美
国驻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大使馆，
有至少 21 人疑因受到声波攻击
而脑部受伤与听力受损。另外，
据知至少五名加拿大外交人员
和他们的家人也遭到声波攻击。

据新华社

昂山素季：
可随时启动难民回缅程序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 19
日就若开邦问题公开表态，表示
政府将尽快启动对从缅甸逃到
孟加拉国的宾格利人（媒体称

“罗兴亚人”）身份确认程序，以
便使这些人能够回缅生活。

昂山素季表示，缅政府将查
找这股难民潮的背后真相，暗示
外国人士不应偏听偏信。“我们
谴责所有违反人权和非法暴力
行径。”她说。昂山素季亲自担任
若开邦实现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主席。为了专注于处理若开邦问
题，她取消了本周前往美国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计划。

据新华社

日本民众集会
呼吁废除新安保法

9 月 19 日是日本安倍晋三
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满 2 周
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
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废除新安
保法，并反对安倍的修宪企图。

当天有超过 1 万人参加集
会。抗议者手举“废除新安保法、
共谋罪法案”等标语，反对安倍政
府企图解禁集体自卫权及政治私
用，要求安倍内阁立即下台。2015
年 9 月 19 日，安倍政府强行通过
新安保法，重启日本主动参与战
争的可能。根据新安保法，自卫队
可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为美国等
盟国军事活动提供支援。这也意
味着战后日本“专守防卫”的安保
政策发生质变。 据新华社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