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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原主任张阳自杀

2017年8月28日，经党中央
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
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原委
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
任张阳进行组织谈话，调查核
实其涉郭伯雄、徐才厚等案问
题线索。经调查核实，张阳严重
违纪违法，涉嫌行贿受贿、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接受组织
谈话期间，张阳一直在家中居
住。11月23日上午，张阳在家中
自缢死亡。 据新华社

中科院新增院士61名
新增外籍院士16名

中国科学院近日公布2017
年院士增选结果，61位科学家
荣登新院士榜。经过增选，中科
院现有院士800名。新当选院士
中，数学物理学部11人，化学部9
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3人，
地学部10人，信息技术科学部6
人，技术科学部12人。

据了解，在2017年增选工作
中，中科院学部主席团进一步
加强了对新兴和交叉学科、国
防和国家安全领域的支持。歼-
20总设计师杨伟、“嫦娥五号”
总设计师杨孟飞等人这次新当
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队伍的
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

同时，来自8个国家的16位
新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名单同
时公布，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
得主，分别是安德烈·海姆和詹
姆斯·弗雷泽·司徒塔特。波兰、
荷兰、乌兹别克斯坦3国首次有
科学家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

据新华社

治霾不力
哈尔滨等4市被约谈

近日，环境保护部联合黑
龙江省政府对黑龙江省农业委
员会和哈尔滨、佳木斯、双鸭
山、鹤岗4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进行约谈。上述4市市长在约谈
会上作表态发言。约谈要求，黑
龙江省农委和哈尔滨、佳木斯、
鹤岗、双鸭山4市政府应进一步
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强化措
施，加大秸秆综合利用力度，深
化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强化
环境执法监管，切实推进问题
整改。要分别制订整改方案，并
在20个工作日内报送环境保护
部和黑龙江省政府。

今年以来，20多个市区县
的政府主要负责人被环保部约
谈，其中还首次出现了县一级
政府。

据《新京报》

9省份按取用水性质
差别开征水资源税

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
28日发布《扩大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实施办法》，自12月1日起，
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河
南、山东、四川、陕西、宁夏9个
省区市将纳入水资源税改革试
点，由征收水资源费改为征收
水资源税，通过扩大试点，进一
步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有
效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促进
水资源节约保护，为全面推开
水资源税制度积累经验、创造
条件。 据《人民日报》

逾20省试水聘任制公务员
并非全是高薪

近日，新疆发布公告，为自
治区地矿局等单位招聘9名聘
任制公务员，仅10月份以来，已
有四川德阳、河南开封、山西
省、新疆等地发布招聘聘任制
公务员的公告。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目前，全国至少已有21个
省份“试水”聘任制公务员招
聘。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聘
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试行）》，
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管理、
出口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打破
公务员“铁饭碗”的聘任制将实
现“常态化”。 据新华社

老虎表演时冲出笼子
马戏团违规操作被罚

近日，山西洪洞县发生的
“马戏团老虎伤人”事件，据介
绍，该马戏团在表演的过程中，
由于当时观看的群众较多，将驯
兽笼和表演笼拥挤错位，老虎从
错位的间隙中跑出去。事发现场
手机拍摄的画面显示，现场人员
密集，老虎冲出笼子后，人群四
散，现场一度陷入混乱，幸亏饲
养员及时将老虎捉回。当地有关
部门表示，涉事的马戏团相关手
续齐全，属于合法经营，但在其
表演过程中缺乏安全意识，进行
违规操作，造成两儿童轻伤。目
前，受伤儿童已出院，当地相关
部门依法对该马戏团进行处罚。

据中新网

宜家再召回“夺命柜”
中国没有召回计划

近日，宜家在北美地区召
回1730万件抽屉柜引发关注，
召回原因是该款抽屉柜今年5
月倾倒致一名男童死亡。根据
宜家方面消息称，此次产品召
回地区仅限美国和加拿大地
区。记者探访发现，宜家家居北
京西红门店与四元桥店仍在售
此类抽屉柜。宜家中国区公关
经理许丽德称，现在销售的马
尔姆系列抽屉柜的包装里都搭
配有固定配件，目前，该系列家
具在中国没有召回计划。

据《新京报》

宁波江北爆炸事件
两失联人员确认身亡

据宁波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消息，江北“11 . 26”爆炸事件发
生后，警方已查明，11月25日晚
间在爆炸中心点有拆解销毁非
法制造的爆炸物作业活动，26
日上午8时40分许再次进行剩
余爆炸物处理。侦查证实并经
技术专家评审一致认为，拆解
作业过程不慎可引发爆炸，排除
人为故意制造爆炸可能。经过
对事件现场的勘验、调查、搜索
和清理，对现场发现的人体组
织逐一进行DNA鉴定，确认

“11 . 26”爆炸事件两名失联人员
在爆炸时当场身亡，其中一人为
爆炸物归属者单某的父亲，另一
人为单某堂姐。 据人民网

犯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明哲一审判5年

近日，湖南省岳阳中院依
法对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颠
覆国家政权案一审公开宣判，
认定彭宇华、李明哲均犯颠覆
国家政权罪，判处彭宇华有期
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判
处李明哲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
治权利2年。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2年5月，被告人彭宇华在湖
南省长沙市创建“两岸牵手”QQ
群，宣扬颠覆国家政权思想，发
展成员。同年9月，被告人、台湾
居民李明哲加入，并逐渐成为
骨干成员。 据《新京报》

298元押金迟迟无法退还
“土豪金”单车被告上法庭

今年 5 月初，酷奇单车进
入市场，最早是绿色车身蓝色
座椅的轻畅版，6 月初推出“土
豪金”版本，在功能上还多了个
充电装置，可以一边骑车一边
给手机充电。9 月，酷奇单车在
全国范围内大面积爆发无法退
还押金的情况。当时相关负责
人说是因为软件升级，也有大
量消费者投诉到市场监管部
门，酷奇杭州公司给出的答复
是地方分公司只负责单车的维
护，具体押金管理和平台运营
由北京总公司负责。近日，杭州
毛女士将酷奇单车杭州分公司
和北京总公司一并告上法院，
以欺诈消费者为由，要求押金
退一赔三，法院已经受理此案。

据《钱江晚报》

国家能源集团正式成立
煤电巨头牵手

今年8月28日，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与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
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简称“国家能源集
团”)。随着重组成立大会的召
开，国家能源集团于11月28日
正式成立。资产规模超过1 . 8万
亿元，拥有33万名员工、8家科
研院所、6家科技企业，形成煤
炭、常规能源发电、新能源、交
通运输、煤化工、产业科技、节
能环保、产业金融等8大业务板
块……重组后的国家能源集团
可谓能源“巨无霸”。

据《人民日报》

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
涉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

记者11月28日从恒丰银行
专题会议上获悉，恒丰银行董
事长蔡国华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调查。自2016年
5月“恒丰银行高管私分公款”
被举报信曝光以来，媒体对于
恒丰银行以及蔡国华本人的负
面新闻一直不断。蔡国华2013
年11月起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
记、恒丰银行董事长。工商管理
硕士，系统工程博士，应用经济
学博士后。曾任山东省烟台市
委常委、副市长、政府党组副书
记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烟台
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兼市
国资委党委书记，2006年至今
担任北大光华区域经济与地方
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兼职）。

据人民网

朝今晨试射导弹
日本政府表示抗议

日本政府发布消息称，朝鲜
在日本时间11月29日凌晨3点18
分左右，从朝鲜西岸发射导弹，
经过约53分钟时间飞行约1000公
里后，在凌晨4点11分左右，落入
日本青森县西部约250公里处日
本海日本专属经济区（EEZ）内。
凌晨4点左右，官房长官菅义伟
在紧急会见记者时强调“对屡次
进行挑衅的行为决不能容忍，向
朝鲜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还将同菅义伟、河野太
郎、小野寺五典还有副首相兼财
务大臣麻生太郎一道召开国家
安全委员会（NSC），抓紧收集具
体信息。 据人民网

俄军拦截美侦察机
惊险对峙24分钟

俄新社报道称，美国防部发
言人巴尔丹扎11月27日说，五角
大楼确认，11月25日，俄罗斯苏-
30战机在黑海上空“不安全”地
拦截了美国P-8A反潜巡逻机。苏
-30战斗机在P-8A军机前自右向
左加速横穿而过，使美方军机遭
遇15度的倾斜和剧烈震荡。当时
俄战机离美机仅相距50英尺(约
15 . 2米)。这种不安全的行动会对
所有机组人员造成严重损害，甚
至导致灾难事件发生。一名美国
海军官员透露称，俄战机针对美
军飞机的拦截行动持续了大约
24分钟。 据《环球时报》

经历两次选举
肯雅塔就任肯尼亚新总统

乌胡鲁·肯雅塔11月28日在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誓就职，开
启新的 5 年总统任期。10 月 30
日，肯尼亚独立选举和边界委员
会宣布，朱比利党总统候选人肯
雅塔获得了 98 . 3% 的选票，战胜
了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之前在
8 月初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肯雅
塔也曾获胜，但肯尼亚最高法院
9 月 1 日裁定总统选举结果无
效，并责成重新组织选举。在 3
个月的时间里，肯尼亚经历了两
次总统选举，肯雅塔都获得了胜
利。在当天的活动上，肯雅塔也
表示，就职仪式举行意味着今年
大选程序结束。 据人民网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和谈
在日内瓦启动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
特使德米斯图拉11月28日下午在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在地万国
宫与叙反对派代表团“叙利亚谈
判委员会”进行会谈，标志着中
断四个多月的叙利亚问题政治
进程重新启动。

本轮和谈的一个亮点是叙
反对派各派别首次组成一个统
一的代表团“叙利亚谈判委员
会”参会。该代表团在会谈后发
表声明，表示他们已做好准备，
愿意与叙政府代表团在本轮和
谈中首次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会
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联合国
居中传话。 据新华社

中核集团探索
核能供热获突破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近
日在京正式发布其自主研发
的“燕龙”泳池式低温供热堆。
这标志着中核集团在核能供
热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将
为我国后续探索核能供热提
供有力技术支持。此次发布的

“燕龙”，具有“零”堆熔、“零”
排放、易退役、投资少等特点，
在经济方面，热价远优于燃
气，与燃煤、热电联产有经济
可比性。据测算，一座400兆瓦
的“燕龙”低温供热堆，供暖建
筑面积可达约2000万平方米，
相当于20万户三居室。按照中
核集团规划，“燕龙”的发展将
按照演示验证、示范工程、商
业推广三步走的战略推进。

据新华社

美国公布2020火星车
更多技术细节

美国航天局近日介绍了
美国下一代火星车——— 2020
火星车的更多技术细节，包括
车轮将重新设计，并使用更多
的自动化技术。如果一切顺
利，这辆火星车将于2020年夏
天发射，2021年2月抵达火星。
下一代火星车旨在探索古代
生命存在的迹象。为此，新的
火星车将搭载一系列先进科
学仪器，其中包括一台能分析
食盐大小目标的Ｘ射线光谱
仪、一台能探测碳原子所构成
的环状结构的紫外线激光器
以及一个能测绘地下深达１０
米地层情况的测地雷达。

据新华社

军事

美英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可能在2031年服役

近日，美国国防部宣布
将投入近51亿美元和英国一
同研发新一代战略核潜艇，
即“哥伦比亚”级核潜艇，以
取代目前正在服役的“俄亥
俄”级核潜艇，计划将于2021
年开工建造，2031年开始服
役。“哥伦比亚”级长约1 7 1
米，直径13米，水下排水量达
到2万吨，可携带16枚“三叉
戟”Ⅱ-D5LE型潜射弹道导
弹。与现役的“俄亥俄”级相
比，“哥伦比亚”级配备了新
式核反应堆，在服役期间不
需要更换堆芯。此外，“哥伦
比亚”级采用泵喷推进系统
替代了传统的螺旋桨，同时
配备消声瓦、新一代浮筏减
振设备，水下航行时噪音极
低。 据中国军网

以海基“铁穹”防御系统
投入使用

以色列国防军27日发表
声明说，海基“铁穹”火箭弹
拦截系统正式投入使用。未
来以色列所有军舰都将装备
该系统。以色列的“铁穹”系
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
和导弹袭击，它与主要防御
远程导弹威胁的“箭”式反导
系统和防御中程导弹的“大
卫弹弓”系统共同组成以色
列多层次导弹防御体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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