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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在北京举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8日至
2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5
年来，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
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
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 据新华社

多地五联疫苗供应告急
北京已暂停首针注射

可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
伤风、脊灰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
感染5种传染病的五联疫苗，一
直广受家长关注。然而近日，北
京、广州、南京等地传来疫苗存
货告急的消息。早在2016年12月，
浙江省就已陷入五联疫苗短缺
的境地。今年2月，济南多家医疗
机构出现缺货情况。江苏省南京
市五联疫苗也一针难求。在深
圳，五联疫苗已缺货数月。目前，
北京已暂停首针注射服务。

据《新京报》

244位发言人集中亮相
中纪委现正部级发言人

1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公布了2018年中央国家机关和
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244位发
言人“集中亮相”。13个中共中
央有关部门、3个人民团体、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78个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了
152位新闻发言人；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党委、政府公布了92位新闻
发言人。从2004年首次公布的75
位发言人到如今的244位发言
人，“队伍”壮大3倍之多。

名单中，中央和国家机关
部委首次出现了正部级的新闻
发言人。名单显示，今年转任中
纪委副书记的肖培依旧担任新
闻发言人。 据《新京报》

331名省级河长获明确
河长制进展超预期

中央决定全面推行河长制
一年来，全国已明确省市县乡
四级河长近31万名，其中省级
河长331名，全面推行河长制总
体进展超出预期。通过实施河
长制，河湖管护责任更加清晰
明确，各地积极开展清除河道
违章、清洁河道垃圾、消除黑臭
水体等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

京津冀合推
“通武廊”人才绿卡

“通武廊”高层次人才服务
绿卡授卡仪式近日在河北廊坊
举行，共有来自北京市通州区、
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

（简称“通武廊”）三地的29名高
层次人才获得首批服务绿卡。

据了解，“通武廊”高层次
人才服务绿卡发放对象为“通
武廊”三地用人单位从国内外
引进或培养的获得省部级以上
人才称号的高层次人才。持绿
卡的高层次人才在“通武廊”三
地间流动，可享受三地相应的
人才政策，相应资格参照学历、
职称等通用标准可进行分层级
等同化互认，并共享三地创新
平台资源等。 据《人民日报》

360停止运营水滴直播
将聚焦安防监控

12月20日，360公司发声明
称，旗下水滴直播自即日起停
止运营，水滴直播平台也全面
关闭，不再提供任何直播服务。
360智能摄像机取消所有直播
相关功能，只提供安防监控功
能。此前，网络上一篇文章《92
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
们看了》质疑，店铺内的360摄
像头在未有明显标识的情况下
将监控视频上传至水滴直播平
台，侵犯顾客隐私。此事随后在
网络上引发争议。 据中新网

苏明娟兼职团省委副书记
无行政级别

提起苏明娟的名字，人们
首先会想到那双充满渴望的大
眼睛。当年，因为《中国青年报》
记者解海龙的一幅“大眼睛”照
片，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三合
小学的女学生苏明娟成为希望
工程的“形象代言人”。12月15
日，共青团安徽省第十四次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安徽省
第十四届委员会，苏明娟当选
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
职)。这一消息引发网友关注，
有网友质疑称，团省委副书记
为副厅级，年仅34岁的苏明娟
从未有过从政经历，却当选副
厅级干部。

据了解，苏明娟担任职务
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
职)，只是给了她发挥特长的平
台和条件，没有行政级别，也不
领取报酬。 据《中国青年报》

中国首颗高通量
国际商业卫星成功定点

18日晚间，中国首颗高通
量国际商业卫星阿尔及利亚一
号通信卫星经过测控中心８小
时紧张有序飞行控制工作，卫
星成功定点于地球静止轨道西
经24 . 8度，为后续卫星运营打下
坚实基础。此前该卫星在西昌
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开启
了中国首个天地一体化国际合
作项目。该卫星由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抓
总研制。 据新华社

国家将允许深度贫困地区
灵活使用宅基地

根据国土资源部印发的
《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意见》，深度贫困地区在
充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
权、防止外部资本侵占控制的
前提下，可以探索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
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通
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等节
约的建设用地，鼓励以入股、联
营等方式，重点支持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直接从事或服务于农业生
产的生产设施、附属设施和配套
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据新华社

因一张摆拍照出名的
厅官落马了

12月19日，广东纪委发布
消息称，阳江市委常委、统战
部长周乐荣因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记
者梳理发现，这名“省法制宣
传教育先进工作者”曾在2006
年因一次“摆拍事件”而引发
全国关注：洪水过境，他抱着
一位老太太过险。事后，有人
发文称，系当地媒体让周乐
荣这么做的。据《法制晚报》

八达岭老虎伤人案
原告索赔 218 万

近日，北京法院公开审理
“老虎伤人”案，原告赵某、赵
某某、周某(分别系死者周某
某女儿、丈夫、父亲)要求被告
赔偿因周某某死亡产生的全
部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赔偿金等共计149万余
元；原告赵某以健康权纠纷为
由起诉要求被告按照70%的比
例赔偿后续整形医疗费、误工
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
金等各项损失共计69万余元。
争议焦点为原告事发时是否
存在过错、被告是否尽到管理
职责、事故责任划分，法院将
择日宣判。 据新华网

我国实现北斗
与手机微信间信息互通

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安
全信息播发系统近日完成升
级改造，不仅实现了航行警告
在电子海图上的可视化，还成
功实现了北斗与手机微信间
的信息互通。北斗安全信息播
发系统于2015年由北海航海保
障中心研制成功，利用该系统
可及时获取由天津海岸电台
发布的最新海上重大安全信
息，在遇到险情时可选择通过
北斗终端进行报警，可实现海
上北斗终端与陆上手机用户
的短信通信，并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面向公众用户免费
开放。 据新华社

中国新型全景相机
助力智慧安防

近日，一款由中国航天
科工集团二院207所推出的新
型全景相机监控系统，吸引
了各方关注。这是一款全新
的由单一镜头实现大范围监
控，同时通过球机联动实现
监控区域内特定目标监视的
智能系统，通过180度摄像头
大视角、全覆盖地纵览整个
监控现场，同时通过高倍率
的高清高速球机实时呈现全
景图像中任意一点即时发生
的细微状况，从而实现面到
点、全局到细节的统一监控。
这一技术将成为智慧城市建
设的有力帮手，实现智慧监
控、智慧安防。 据新华社

财经

俄三套最新型
防空预警雷达投入使用

俄罗斯三套“沃罗涅日”最
新型防空预警雷达系统已投入
战斗值班，并入俄全境统一早
期预警雷达系统。这三套最新
型防空雷达系统分别部署在克
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阿尔
泰边疆区和奥伦堡州。“沃罗涅
日”雷达系统是世界上功率最
大、探测距离最远的雷达系统，
有效探测距离可达6000公里，
主要用于侦测洲际导弹、巡航
导弹、太空飞行器等目标，是俄
全境统一早期雷达预警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据俄媒报道，俄
空天部队于2016年年底完成了
俄全境统一早期预警雷达系统
的一期建设工作。 据新华社

英最大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漏水

英国海军 19 日确认，本月
初开始服役的该国最大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因故障漏
水。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说，在
这艘航母海试期间发现一个传
动轴的封闭装置出现故障，计
划在它停靠朴次茅斯港后维
修。海军发言人称，故障不会妨
碍这艘航母重新出海服役，也
不会影响它的海试。据新华社

明年起增值税普通发票的
发票代码增至12位

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调整增值税
普通发票(折叠票)发票代码从现
行的 10 位增至 12 位。编码规
则：第 1 位为 0，第 2-5 位代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第 6-7 位代表年度，第 8-10
位代表批次，第 11-12 位代表票
种和联次，其中 04 代表二联增
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05 代
表五联增值税普通发票（折叠
票）。税务机关库存和纳税人尚
未使用的发票代码为 10 位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折叠票)可以继续
使用。 据人民网

营改增累计减税 1 . 7 万亿
明年减税空间依然大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营改
增试点实施以来已累计减税
1 . 7万亿元。特别是自2016年5月
1日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以来，
截至2017年9月份，全面推开营
改增试点累计减税10639亿元。

《环保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
开始实施。展望2018年，专家预
计，增值税、所得税等税种有望
成为税改重点。同时，减税降费
空间依然较大。据《证券日报》

小米全面接管迅雷董事会
近日，迅雷宣布原董事长

邹胜龙因家庭原因卸任，由小
米联合创始人王川接任董事
长，这意味着迅雷投资方团队
全面接管迅雷管理层。业界认
为，调整后，迅雷最核心的两大
高层席位全部更新完毕，迅雷
进入由新力量主导的发展阶
段。另有观点则认为，“正是因
为此前的内讧闹剧，才导致了
此次调整发生，或者说加快了
迅雷管理层的新旧交替”。

据《北京商报》

芬兰被曝长期秘密监视
俄军行动

据芬兰报道，芬兰国防军在
芬中部名城于伟斯屈莱附近一处
高度戒备的封闭区域设有情报研
究中心，主要负责“密切监控”圣
彼得堡周边地区的“俄罗斯武装
力量举动”，消息引发一片哗然。
芬兰国防军和国家调查局已分别
对此事涉嫌“绝密信息泄露”展开
调查。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也
发表声明说，保密文件“被非法交
给《赫尔辛基新闻》日报”，可能

“严重损害”国家安全。
据新华社

美国列车脱轨冲下高架桥
致百余人死伤

美国一列由西雅图开往波
特兰的501次列车18日在杜邦脱
轨，事发地位于塔科马以南大约
30公里。列车14节车厢中13节脱
轨，其中数节冲出高架桥，坠落
在5号州际公路路面，场面一片
混乱。造成至少３人死亡、超过
１００人受伤。运输部门着手调查
脱轨原因，列车超速、铁轨升级
不到位等潜在隐患跃入公众视
野。特朗普发布推文，表示急需
改善道路、桥梁、隧道、铁路等基
础设施。 据新华社

安理会再次延长跨边界
向叙利亚提供救援授权

联合国安理会19日通过决
议，将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
执行伙伴跨边界向叙利亚人民
提供救援的授权延长一年，至
2019年1月10日。决议请叙利亚当
局尽快对联合国及其伙伴提出
的所有跨冲突线运送请求作出
答复，并给予积极考虑。

根据安理会此前通过的决
议，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及其执
行伙伴在通知叙利亚当局的情
况下，除了已在使用的路线外，
有权使用越过冲突线的路线和
叙利亚与土耳其、伊拉克、约旦
的4个边界过境点，将人道主义
救援物资运送到叙利亚各地。联
合国安理会2014年7月通过决议，
首次授权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
及其执行伙伴可跨越边界线和
冲突线，为叙利亚人民提供紧急
人道主义救援。安理会随后多次
延长这一授权，去年12月将授权
延长至2018年1月10日。

据人民网

沙特拦截胡塞武装导弹
也门胡塞武装 19 日向沙特

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射一枚弹
道导弹，声称目标是沙特王宫。
导弹被沙特拦截，没有人员伤
亡。这是两个月内胡塞武装第二
次向沙特首都发射导弹。沙特为
首的打击胡塞武装联军当天说，
拦截一枚射向利雅得南部的胡
塞武装导弹，没有收到地面人员
伤亡报告。一些沙特民众在社交
网络上传视频和照片，显示天空
中有一小股烟，看似胡塞武装导
弹遭拦截的画面。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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