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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将
出席国际会议并出访

应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邀请，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将于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2 日出席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六次中国-
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匈
牙利进行正式访问、出席在俄
罗斯索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据新华社

中国在南极筹建
第五个科考站

北半球新一波寒潮来袭的
隆冬时节，南极大陆却正迎来

“暖意”。此刻，雪龙号科考船正
载着中国阵容空前的南极科考
团队向目标区域进发。在接下
来约 5 个半月时间里，科考团
队将完成第 34 次南极科考诸
项任务，其中为在恩克斯堡岛
新科考站建设做好前期准备工
作是重中之中。一旦新站建成，
中国在南极就有了 5 个科考
站，中国南极科考就进入了“五
朵金花”时代。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20 多名领导干部
改任普通飞行员

初冬，一场对抗空战训练
在东海某空域如火如荼展开，
驾驶其中一架战机的是东部战
区海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陈小
勇，前不久他刚由副团长改任
普通飞行员。据了解，像陈小勇
这样主动申请从团以上领导岗
位改任普通飞行员的领导干
部，在该部还有 20 多名，他们
在训练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用实际行动拥护支持改革。

据《解放军报》

8 月 19 日
设为“中国医师节”

国务院日前批复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申请设立“中国医
师节”的请示》，同意自 2018 年
起，将每年 8 月 1 9 日设立为

“中国医师节”。医师节为何定
为 8 月 19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新闻发言人表示，2016 年 8 月
19 日，新世纪第一次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
卫生与健康工作在党和国家事
业全局中的重要位置和新时代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中国
特色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史上
的里程碑。此前我国行业性的
节日仅有三个，分别为护士节、
教师节、记者节。

据《新京报》

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
将启动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公安
部等 12 个部门近日印发通知，
决定从 2 0 1 7 年 1 2 月 1 日至
2018 年春节前，在全国继续组
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
项检查。专项检查主要检查用
人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
资情况、遵守最低工资规定等，
将对欠薪违法行为实施信用惩
戒。通知要求，地方政府投资工
程项目因拖欠工程款导致欠薪
的，要在 2017 年底前优先全部
清偿。 据《人民日报》

白血病救命药恢复供应
够一年用量

近期白血病短缺药巯嘌呤
片市场断供问题，引起国家高
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对该问题
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切实
加大国产廉价药生产供应保障
力度”。11 月 21 日，记者获悉，
针对该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
等有关部门此前已采取措施应
对，近日，浙江浙北药业已恢复
巯嘌呤生产供应，第一批 295
万片(约可满足临床一年用量)
已完成生产检验，做好发货准
备。巯嘌呤是常规白血病治疗
维持期口服必用的药，所以公
众称之为“救命药”。

据《南方都市报》

12306 网站
新增微信支付功能

自 2017 年 11 月 23 日起，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
网站微信支付服务功能上线运
行。12306 网站介绍，持有微信
账户的旅客在 12306 网站及手
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在
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按钮
进入微信支付页面进行支付。
铁路部门欢迎广大旅客对微信
支付运行期间的工作提出宝贵
意见。 据中国新闻网

任晓平回应“换头术”质疑
只是完成了实验

近日，据媒体报道，意大利
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宣
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
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
实施，而“手术”地点在中国，哈
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参与
指导了这次“手术”。该消息一
报道，便引发公众关注，“遗体
移植头部如何判定成功”、“‘换
头术’违反伦理”等质疑随之而
来。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
任晓平回应，“人类第一例头移
植”、“换头术”等说法并不妥
当。他表示，严格来说，团队只
是完成了第一例头移植外科实
验模型。他解释，这次实验是在
遗体上做了临床前的手术设
计，跟“换头术”还有距离，什么
时候做“换头术”，我也不知道。

据《新京报》

北京大兴发生火灾事故
造成 19 人死亡

11 月 18 日在北京大兴区
西红门镇新建村新康东路 8 号
发生火灾。事故共造成 19 人遇
难，目前遇难者身份已确认。18
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经
初步调查，起火建筑东西长 80
米，南北宽 7 6 米，占地面积
6080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两层，
局部三层，地下一层为冷库区，
共有 6 个冷库间，总面积 5000
平方米，目前正处于设备安装
调试阶段。目前火灾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据新华社

马航 MH370 被诉案庭前会
一乘客家属索赔千余万

“赔偿多少并不是最重要
的，我们现在最想了解飞机的
现状和事故原因！”十几名马航
MH370 乘客的家属至今还是
这样表示。事发 44 个月后，近
日李秀芝成为首名与马航等五
方被告“对簿公堂”的乘客家
属，由于独生女李洁在事故中
至今下落不明，李秀芝提出
1400 余万元的赔偿请求。在 3
个小时的谈话中，五方被告悉
数发表答辩意见。十余名其他
乘客家属申请参与了旁听。

据《新京报》

心肺复苏按断 12 根肋骨
药店医生被起诉

今年 9 月 7 日，沈阳一家
药店医生孙先生在为一名昏倒
在自家药店内的女子做心肺复
苏时，压断了对方的 12 根肋
骨。10 月末，他接到了法院的
一纸诉状，那名女子将孙先生
告上法院，表示自己之所以在
药店内昏倒并被压断肋骨，是
因为服用了孙先生提供的一粒
药丸，需要孙先生承担全部责
任。而孙先生近日表示，经过几
天的努力，他已经恢复了店内
多角度拍摄的监控视频，完全
可以证明自己没有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

美国批准了
世界上第一款数字药物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已经批准世界上第一种数字
药物。这种药物里含有一种
可摄入传感器，用来告知医
生病人是否按时服药等信
息。该药片进入人体溶解后，
沙粒大小的传感器接触到胃
液，就会向病人身上的穿戴式
贴片发送信息，包括服药时间
以及特定生理数据；而贴片又
会把信息传给智能手机。经病
人允许，医生和护理者可通过
网络接触到这些信息，传感器
最终会从人体排出。

据网易科技

日本发明
无闸机检票系统

进出地铁刷卡过闸机也
许会成为历史。日本三菱电
机公司最新开发的无闸机检
票系统，可让进出车站“如履
平地”。新检票系统将读卡系
统设在地面下，乘客携带交
通卡过检时，前方地面 LED
灯会显示蓝色标志，表示可
正常通行；如果乘客未携带
交通卡过检，前方地面会显
示红色禁入标志，系统同时
可通知车站工作人员。

据新华社

“国家能投”挂牌
神华国电重组完成

近日，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国电)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神华)在京召开重组大会，两
家公司合并重组完成，正式成
立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国家能投)。同时，国家能
投领导班子也配备到位，由乔
保平担任董事长、党组书记，凌
文担任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
记。今年 8 月，国资委宣布中国
国电和神华集团合并重组。经
过近 3 个月的筹划准备，两家
企业最终完成了合并重组。

据《新京报》

共享单车陷入退费难
平台现信用危机

近期，酷骑、小蓝等多家共
享单车用户在申请退还押金时
遭遇“退费难”现象，引发了海
内外广泛关注。分析人士指出，
出现“退费难”，一方面是由于
共享单车押金本身定位不够清
晰，用途不够规范；另一方面各
地共享单车平台增长过于迅猛
造成的供过于求，也为一些平
台经营企业带来了压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铁总所属 18 个铁路局
挂牌成为公司

截至 2017 年 11 月 15 日，
铁总所属 18 个铁路局均已完
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
19 日正式挂牌，标志着铁路公
司制改革取得重要成果，为国
铁实现从传统运输生产型企业
向现代运输经营型企业转型发
展迈出了重要一步。铁总要求
所属非运输企业年内完成公司
制改制。

据《经济参考报》

国产两栖战车
多项性能世界第一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自主
研发了两款新型步兵战车，
一个是综合能力达到世界先
进 水 平 的 履 带 式 步 兵 战
车——— VN12；另一个就是目
前世界上现役装备中海上航
速 最 快 的 两 栖 战 车 — ——
VN18 。VN18 战斗全重 26 . 5
吨，采用全铝合金车体；可以
安装 30 毫米火炮、7 . 62 毫米
机枪、反坦克导弹和抗干扰
烟雾弹；在陆地上最高可以
达到每小时 65 公里的速度，
在水上最高可以达到每小时
30 公里的速度，是目前世界
上航速最快的两栖战车。

据央视网

俄罗斯打造新型情报船
俄罗斯 22010 型情报船

的第三艘将在加里宁格勒的
俄罗斯琥珀造船厂建造，该
型情报船的第二艘将于 2019
年建造完毕，第三艘计划将
于 2020 年开工建造。该型情
报船长度为 108 米，排水量
5320 吨，使用柴电动力推进，
最快速度 15 节，舰员 50 名。
作为小型潜艇的母船，该船
可以搭载两艘深水潜艇，包
括载员 3 人的小型潜艇或下
潜深度可达 6000 米的无人潜
航器。船上有船库用于停放
潜艇，并安装了升降机吊放
潜艇入水或返回母船。

据《北京日报》

上任半年后
文在寅完成组阁

韩国总统文在寅 21 日任命
前国会议员洪钟学为中小风险
企业部长。至此，文在寅在上任 6
个多月后，终于完成了第一届内
阁的组建。文在寅自 5 月就任总
统以来组阁之路并不顺利，多名
阁僚及法官人选曝出争议。按照
韩联社说法，文在寅创下韩国总
统首次组阁最慢纪录。

据新华社

美国将朝鲜
重新列入“支恐国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宣布
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进一步加大
对朝施压力度。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恐造成美朝之间紧张对抗
加剧。美国曾于上世纪 80 年代
末将朝鲜列入其“支持恐怖主义
国家”名单。2008 年 10 月，美布
什政府根据美朝双方就朝核设
施验证问题达成的协议，宣布将
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
单中除名。目前，美国“支持恐怖
主义国家”名单上还有伊朗、苏
丹和叙利亚三国。 据新华社

伊朗总统宣布
“伊斯兰国”已被剿灭

伊朗总统鲁哈尼 21 日向全
国发表电视直播讲话时说，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苏
莱曼尼当天向伊朗最高领袖哈
梅内伊通报了“伊斯兰国”被剿
灭的消息。公布的通报说，伊朗
积极参与国际打击“伊斯兰国”
的联合反恐行动，伊朗军人与伊
拉克和叙利亚人民并肩作战，收
复了“伊斯兰国”在叙最后主要
据点阿布卡迈勒，这场联合反恐
行动取得最终的胜利。

据新华社

多国拒收
加拿大遣返非法移民

加拿大官员近日透露，加方
准备遣返多至 1000 名外国非法
移民，但许多国家拒绝为被遣返
移民出具相关旅行材料，还有一
些国家干脆直接表明“拒收”。他
认为这样会阻碍通过外交手段
说服这些国家接收移民的努力。
近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
多对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态度变
得强硬，强调加拿大是一个有着
严格移民、海关法律和法规的国
家。根据加拿大政府 9 月 19 日公
开的数据，过去两个月从美国边
境涌入的寻求避难者人数剧增，
仅 8 月就有超过 5700 人试图越
境，大部分来自海地。特鲁多政
府多次对这种情况表达担忧。

据新华社

英国“脱欧”后
欧盟机构花落谁家见分晓

经过激烈角逐和抽签决胜，
法国首都巴黎和荷兰首都阿姆
斯特丹 20 日分别战胜对手，获
得英国“脱欧”后欧洲银行管理
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接管
权”。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对于英
国而言，两个欧盟机构的迁出将
对经济和政治造成打击。欧盟委
员会在投票结束后发表声明说，
此次欧盟两个机构重新选址是
英国“脱欧”的直接结果，也是首
个具体结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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