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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试点首个
共有产权养老房

恭和养老中心是北京市首
个共有产权养老设施的试点，
这在全国也是首创。这是一所
地地道道的养老院，但每个入
住于此的老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房子，同时还有社区养老服务
设施。“共有产权养老设施试
点”将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
构养老融合在一起，为“有房
子”的老人提供 24 小时的养老
服务。目前，试点的 365 套共有
产权养老住房已入住了 1 4 3
户，产权持有者都将拥有 50 年
的“不动产登记证”。未来，试点
如获得市政府验收，达到“医养
结合、共有产权”后，将向全市
推开。 据《新京报》

水滴直播涉侵犯隐私
360回应：系商家自己行为

12月11日，90后女生陈菲菲
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文章《一
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
着我们看了》，公开质疑“水滴
直播”侵犯公众隐私。在陈菲菲
拍摄的视频中看到，直播平台
平均每天观看人数达到700多
万。点开360摄像机的软件，其
中一个板块叫做水滴直播，在
上面能够看到形形色色的监控
画面。光是北京，正在直播的就
有6 5 7个。记者走访调查后发
现，确实存在商家未明示消费
者从而进行直播的情况。针对
此番质疑，360公司回应称，水滴
直播是360智能摄像机的重要功
能之一，是默认关闭的。是否开
启直播功能，完全取决于购买的
商家自主决定。

据《北京青年报》

米饭香味不浓了
“掺混”现象普遍

“前几年种出来的水稻磨
米后，大米有明显的香味，很多
消费者就认这个味。但最近两
年发现，品种还是那个品种，香
味却少了。”东北某水稻大县一
位大米销售商认为，这就是品
种退化现象。记者近期深入江
西、黑龙江一南一北两大水稻
主产区调研发现，当前在稻米
生产、市场销售、国储收购等环
节存在一系列“产业病”，一些
优质稻品种退化，市场上大米

“掺混”“调和”现象普遍，收储
政策难体现优质优价。

据《经济参考报》

保安接坠楼女身亡
家属将考虑索赔

12 月 10 日，西安市一名女
子从 11 层坠落，正在巡逻的保
安李国武看到这一幕后，立即
上前去接该女子，但却在瞬间
被砸倒，两人双双死亡。李国武
的哥哥李国斌称，事发后一直
在忙着处理李国武后事，目前仍
未联系到坠楼女子家人，后续会
和家里商量赔偿问题。当地警方
称，女子坠楼事件已排除他杀。
事发后，很多网友留言称，是否
应该给李国武授予见义勇为称
号。西安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负责
人称，至于李国武是否属于见义
勇为，需要等警方调查结果出
来以后，由当地相关部门根据
他的行为再做认定。

据《北京青年报》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

12 月 13 日是第四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举行。

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法案，
国家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具
体包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
学武器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
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
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
难者。 据新华社

习近平：擦清历史的镜子，
走好未来的路

1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在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后，亲切会见了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和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
际友人亲属代表。习近平与大
家一一握手，询问他们“今年高
寿”“身体好吗”，希望他们健康
幸福，一代一代把记忆传承下
去。习近平说，无论历史的美
好，还是历史的灾难，都需要真
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
要擦清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
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

据新华社

孙政才涉嫌受贿罪
被立案侦查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经
审查决定，依法对第十八届中
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
书记孙政才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
查工作正在进行中。据人民网

3 年供水超百亿方
超 1 亿人喝上南水北调水

12 日是南水北调中线一期
工程运行 3 周年。截至 1 0 月
底，2016 — 2017 年度的调水任
务已经超额完成。3 年来，南水
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已累计向北
方供水 108 . 578 亿立方米。南水
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
水三年，工程安全平稳运行，输
水水质全线达标，受益人口超
过 1 亿人。在保供水、保生态、
促环保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
综合效益。 据《人民日报》

教育部：中小学不得通过
增加作业量惩罚学生

教育部近日印发《义务教
育学校管理标准》，要求教师不
得布置超越学生能力的作业，
不得以增加作业量的方式惩罚
学生。据了解，《管理标准》适用
于全国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包
括保障学生平等权益、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引领教师专业进
步等 6 大管理职责、22 项管理
任务、88条具体内容。

据人民网

中国空军多型战机
成体系“绕岛巡航”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 12 日称，中国空军在 11 日
开展了例行性常态化体系远洋
训练，多架轰炸机、侦察机“绕
岛巡航”，锤炼提升了维护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空军
11 日开展的体系远洋训练，出
动了轰-6K、苏-30、歼-11 和侦
察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多型多
架战机。轰-6K 等战机成体系
飞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实施
了“绕岛巡航”等训练课题，提
升了远洋机动能力，检验了远
洋实战能力。 据新华社

英研制新型防弹衣
大幅降低士兵负重

英国研究机构正研发一种
使用新型陶瓷的防弹衣，在无
损防弹性能的前提下减轻重
量，从而降低英军单兵负重，提
升士兵的战场生存能力。据介
绍，新型防弹衣由英国防务科
技实验所牵头研发，主要材料
是一种新研发的增强型陶瓷，
与传统防弹衣使用的金属等材
料相比，这种陶瓷在重量和柔
韧性方面拥有更大优势。已有
研究显示，配备陶瓷防弹衣的
士兵负重降低 35％，这不仅提
升了舒适度，还使士兵在战场
上更加灵活。 据新华社

美国将继续使用集束炸弹
美国国防部近日表示，将

推迟停止在战争中使用集束炸
弹的计划。根据美国前总统小
布什签署的一份文件，美国原
计划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停
止使用、出售并销毁所有爆炸
失败率超过１％ 的集束炸弹。
但根据美国防部最新表态，这
一政策将不会得到实行，意味
着未来美国可以使用、出售所
有集束炸弹。

集束炸弹俗称子母弹，即
在与一般炸弹同样大小的弹体
中装入数个至数百个子炸弹，
由飞行器空投后在空中分解，
借由散布子炸弹到广泛地区造
成区域性杀伤。 据新华社

军用无声电动摩托车问世
近日，俄罗斯宣布为本国

特种兵研制了一款无声隐形摩
托车，这将是全球第一款实用
化的军用电动摩托车。该车的
电动发动机具有散热小、无噪
声等特点，其复合材料外壳能
最大程度减少热辐射，使得战
场雷达无法侦察到它的存在。
除了隐蔽、便捷，这款摩托车还
能极大减少特种兵在野外单独
作战时的负荷。设计师还为这
款军用电动摩托车配备了在紧
急状况下使用的脚踏板，除起
到辅助驱动的作用外，还能为
电池充电。他们设想的作战模
式是：特种兵驾驶它无声无息
地接近敌人，之后下车进入战
斗，完成任务后迅速驾车撤离。

据中国军网

薄膜材料检测实验室
在武汉成立

在攻克纳米级薄膜材料
检测的世界难题上，我国科
技人员再出硕果，“功能薄膜
材料物理性能检测技术湖北
省工程实验室”日前在武汉
成立。作为国内首家功能薄
膜材料物理性能检测技术研
究基地，本次组建省级工程
实验室后，将下设薄膜材料
热分析、薄膜材料样品制备
与加工、薄膜材料电磁分析、
薄膜材料力学分析、薄膜材
料光学分析 5 个垂直研究实
验室。 据新华社

广州一医院用 3D 打印
救治罕见伤儿童

广东东莞 8 岁男孩小林
在玩耍时不慎跌倒，其右侧
下颌骨颞下颌关节粉碎性骨
折、右侧髁状突向上穿破颅
底进入颅内。据医院口腔外
科主任崔颖秋介绍，经查询
公开报道，类似病例在全球
范围内仅数十例，如不及时
治疗，患儿可能出现张口困
难、面部发育畸形、颅内感染
等严重后果。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在接到病人后，紧急与业
内专家充分讨论，制定手术
方案。专家们联系了生产医学
生物 3D 打印产品的广州迈普
再生医学科技公司，利用 3D
打印技术成功制备出满足治
疗要求的个性化颅颌面缺损
修复体。在成功进行植入手术
后，小林休养一周左右即可出
院，这标志着这项新兴技术
在疑难病症上的优势和在临
床应用的日趋成熟。

据新华社

贾跃亭上“老赖”名单
涉欠款超 4 亿

日前，贾跃亭被北京市
三中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即俗称的“老赖”，其在申请
银行贷款、乘坐飞机软卧、高
消费等方面都将受到限制。
记者注意到，在被列为“老
赖”的执行案中贾跃亭被指
欠款 4 亿余元，而据不完全
统计，其在三中院被列为被
执行人的案子就有 9 起，其
中最高的负债金额达 14 亿，
9 起案件仅产生的执行费就
逾 600 万。 据《新京报》

库克第 12 次访华
称腾讯是“伟大伙伴”

近日，苹果公司首席执
行官蒂姆·库克现身中国广
州 2017 全球财富论坛。这是
库克继任后第 12 次到访中
国。库克除探访创业公司、约
饭美团王兴外，与昔日对手
的“和解”引人注目。今年 4
月因取消微信打赏，苹果与
腾讯的博弈逐渐升级，8 个月
后，库克到访中国，点赞腾讯
是“伟大的合作伙伴”。过去
五年，每逢苹果在大中华区
遭遇销售危机，库克就会来
中国寻求合作，平均每年来
中国 2-3 次。 据《新京报》

特朗普宣布美将
重返月球前往火星

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号签署
太空政策指令，宣布美国宇航员
将重返月球并最终前往火星。特
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签署仪
式上表示，美国不仅要在月球上
插旗并留下脚印，还要为将来的
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也许将
来还会前往火星之外的世界。特
朗普未提及美国宇航员重返月
球的时间表。人类上一次踏足月
球是在 1972 年 12 月 11 号，阿波
罗 1 7 号飞船的宇航员登上月
球，距今正好 45 年。 据央视网

法国因沙门氏菌感染
召回大批婴儿奶粉

法国政府近日发表公报说，
调查确认近期多名婴儿感染沙
门氏菌与食用法国乳品巨头拉
克塔利斯集团生产的奶粉等多
种婴儿食品相关，决定暂停该集
团生产的 600 余批奶粉等婴儿食
品的销售和出口，同时对已售产
品进行召回。这些奶粉出口到多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拉克
塔利斯集团发言人表示，此次召
回的产品数量巨大，总重量将近
７０００吨，但无法确定有多少产品
已被消费者食用。

沙门氏菌是常见的食品污
染源，常通过被污染的食品传染
给人类，可引发急性肠胃炎。感
染者临床表现包括发热、腹泻、
呕吐等。 据新华社

发军火财
英国与卡塔尔签战机订单

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
森 10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出席
一项军售协议签字仪式。英国最
大军火商、世界第三大国防军工
企业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与
卡塔尔国防部谈妥一项总额 67
亿美元的合同，将向后者出售 24
架“台风”式战斗机。卡塔尔国防
大臣威廉姆森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这一订单是投给英国的一张

“巨大的信任票”，“将支撑数千
个工作岗位，给英国经济注入几
十亿英镑”。英国航空航天系统
公司首席执行官查尔斯·伍德伯
恩发表声明说，该公司与卡塔尔
及其军队的长期合作关系正“翻
开新篇章”。

根据合同，卡塔尔方面将在
2018 年前交付头期款，英国航空
航天系统公司将于 2022 年年底
交付全部 24 架战机。

据新华社

南苏丹部族内部发生冲突
至少 172 人死亡

南苏丹最大部族丁卡族内
部两个分支 6 日晚因争夺土地
而爆发冲突，冲突地点距离西湖
泊州首府伦拜克约 80 公里。南
苏丹官员 12 日说，此次部族内
部冲突已造成至少 172 人死亡、
213 人受伤。联合国驻南苏丹特
派团目前开始在冲突地区清理
道路，同时与冲突双方保持联
系，帮助他们化解仇恨。

在南苏丹，部族间或部族内
部常因争夺牲畜、牧场或土地发
生武装冲突。11 月 28 日，该国东
部琼莱州杜克郡一村庄发生部
族间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45 人
死亡，其中包括 6 名人道主义救
援人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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