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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 9 日在人
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秉
承友好传统，推动紧密持久的
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
远。习近平指出，马克龙总统是
2018 年第一位访华的外国元
首，也是中共十九大后到访中
国的第一位欧洲国家元首。中
法关系具有独特历史和丰富内
涵。近年来，中法关系持续高水
平发展，更加成熟稳定和富有
活力。两国关系正处在新起点
上。中方愿同法方增进交往，深
化互信和合作，为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据新华社

王泽山、侯云德获
2017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 8 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7 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82 岁的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89
岁的国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
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
大专项技术总师侯云德，共同
获得 2017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自 2000 年正式设立至今，已有
29 位科学家获奖。每位获奖者
奖金 500 万元人民币。

据新华网

房峰辉涉行贿受贿罪
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日前，经党中央批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
会委员房峰辉（中共中央军事
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联合
参谋部原参谋长）因涉嫌行
贿、受贿犯罪，被移送军事检
察机关依法处理。

据新华社

高景一号 03、04 星
成功发射

1 月 9 日 11 时 24 分，我国
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
号丁运载火箭，将高景一号
03 、04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中国航天 2018
年首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高景一号 03、04 星具有 0 . 5
米级高分辨率，可实现连续条
带成像、多条带拼接成像、立体
成像、多目标成像，具有宽覆
盖、多目标、多模式、快应用等
特点。这次任务是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自主发展的商
业遥感卫星星座的第二次发
射，目的是探索实现我国高分
辨率遥感卫星商业化运营。这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61
次飞行。

据新华社

去年新增 2700 余
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

日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办公室公示了 2017 年新增学
位授权审核结果。经条件复核
和专家审议，各省（区、市）推荐
的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
审核结果正式出炉。记者梳理
发现，2017 年新增博士点超过
600 个、硕士点超过 2000 个，两
者共计 2700 余个。

据《新京报》

卫计委：
流感高峰将持续一阵

入冬以来，我国流感活动
水平上升较快，且仍处于上升
态势。多地医院门急诊和住院
患者、重症患者增多，诊疗压力
大。专家分析认为，今冬流感高
发是由综合因素叠加导致的，
主要包括：冬季是流感高发季
节，今冬气候异常，流行的优势
毒株（乙型 Yamagata）已多年未
成为优势毒株，导致人群缺乏
免疫屏障，易感人群增多。卫计
委表示，预计流感活动高峰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学校和
托幼机构寒假来临，流感活动
水平将逐渐下降。 据《新京报》

云南昭通 8 岁“冰花男孩”:
上学冷但不苦

顶风霜上学，头发、眉毛被
风霜沾成雪白，身后的同学对
着他的“冰花”造型大笑……近
日，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
转山包小学三年级学生王福满
因一张特殊的上学照走红网络，
也让众多网友直喊“心疼”。王福
满今年 8 岁，是一名留守儿童。
从家到学校，得步行一个半小
时，雨雪天路比较难走，那天去
学校，以为是晴天，所以只穿了
两件衣服，到校经其他同学提
醒，他才知道自己的头发、眉毛
沾染了冰霜。对于这条艰苦的上
学路，王福满表示，“上学冷，但
不辛苦！”他的心愿是长大后“要
当警察，因为可以抓坏人”。

据澎湃新闻

天宫一号将“受控”坠落
残骸落入指定海域

作为我国第一个目标飞行
器，天宫一号在其太空旅途将
尽之际再一次走近公众视野：
前不久，部分外媒有关“天宫一
号已失控并将撞向地球，对地
面造成安全威胁”的说法一时
间甚嚣尘上。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空间实验室系统总设计师朱
枞鹏表示，我国一直在监控天
宫一号，他还透露，预计在今年
上半年让它坠落。天宫一号一
旦“受控”坠落，剩余残骸将落
入指定海域，不会危害地面。

据《中国青年报》

长白山高尔夫球场被取缔
“假旅游，真地产”难持续

近日，中央第一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吉林省反馈督察情
况，其中长白山国际滑雪中心
项目赫然在列。据了解，长白山
国际滑雪中心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被指违反国家要求擅自建
设两座高尔夫球场和 93 栋别
墅，并长期违规运营。近期以
来，多个涉及违建的旅游地产
项目被先后叫停。有分析明确
指出，未来“假旅游、真地产”这
种以旅游为名的圈地将寸步难
行，将重心转移至项目运营，成
为破局之法。 据《新京报》

滴滴托管小蓝单车业务
用户押金有了可选方案

9 日，滴滴和小蓝单车联合
发布公告称，小蓝将单车业务
托管给滴滴出行，而非收购。小
蓝单车方面表示，小蓝单车的
品牌、押金和欠款等各项事务
仍归属于小蓝公司。

对于上述安排，法律人士
表示，业务托管并非收购，用户
的押金等应由小蓝承担偿还责
任。不过滴滴为小蓝用户的押
金、特权卡和充值余额提供了
一个备选方案，1 月 17 日起用
户可以自主选择转换为滴滴单
车券和出行券。不接受转换的
用户，针对其押金、特权卡和充
值余额，小蓝单车仍将努力寻
找解决办法。此外，滴滴出行将
上线自有品牌共享单车，并主
推免押金骑行。

据《新京报》

茅台股价再创历史新高
距离万亿市值仅一步之遥

9 日，A 股“股王”贵州茅
台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截
至收盘收于 782 . 52 元，总市值
达 9830 亿元，距离万亿市值仅
一步之遥。这个数字也超过了
贵州省前三季度 GDP，统计显
示，2017年贵州省1-3季度生产
总值为9500亿元。2017年以来，
大多数白酒上市公司股价持续
大涨，其中水井坊、五粮液、山
西汾酒、贵州茅台等股价涨幅
超过一倍。

据《北京晨报》

法制

环保部首开
近4千万元大罚单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
后，环保部对山东两家汽车生
产企业开出逾3800万元的大罚
单。这不仅是新法实施后环保
部开出的首张最大罚单，也是
对机动车企业的首次处罚。

环保部环境监察局局长田
为勇在新闻通气会上解释称如
此重罚的原因一是依据大气污
染防治法的要求，二是两家车
企多次故意造假及生产不达标
车辆。田为勇说，对包括整车生
产企业在内的违法企业，环保
部将依法从快、从重处罚，同时
还将建立整车企业、发动机企
业及后处理企业等违法行为黑
名单，实行多部门联合惩戒。

据《法制日报》

网信办就支付宝年度账单
约谈企业负责人

针对近日新闻媒体报道的
“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近日，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
全协调局约谈了支付宝（中国）
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芝麻信用
管理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

网络安全协调局负责人指
出，支付宝、芝麻信用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的方式，不符合刚刚
发布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国
家标准的精神，违背了其前不
久签署的《个人信息保护倡议》
的承诺；应严格按照网络安全
法的要求，加强对支付宝平台
的全面排查，进行专项整顿，切
实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
件再次发生。

据人民网

冲绳美军机
三天两起紧急降落

驻日本美军部队一架直升
机 8 日下午 4 时 45 分在冲绳
县读谷村紧急降落。这是近三
天内第二起美军机紧急降落事
件，所幸没有人员伤亡。6 日下
午，美军一架 UH1 直升机在冲
绳县伊计岛紧急降落，距离最
近一所民宅 130 米。2017 年 1
月，伊计岛发生过一起美军紧
急降落事件。美军机事故频发，
引发冲绳民众强烈不满。

据新华社

英国寻求
在“脱欧”后加入 TPP

近期，英国就加入 TPP 展
开了非正式会谈，但其加入必
然得等到 TPP 完成协议修订，
且英国与欧盟就英国“脱欧”后
关系达成一致之后。TPP 是奥
巴马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而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 2017
年 1 月让美国退出 TPP，似乎
重创了该协定。从法律上说，英
国在预定于 2019 年 3 月完成
的“脱欧”前无法签署贸易协
定。比起与各成员国协商单独
的贸易协议，加入 TPP 的过程
可能不那么漫长，但贸易部也
可能决定谋求达成双边协议，
其大部分工作集中于吸引对英
国的直接投资。

据新华网

赞比亚逾 2800 人感染霍乱
64 人死亡

去年10月，赞比亚发现霍
乱疫情，近期疫情日趋严重，赞
比亚卫生部长齐塔卢·奇卢菲
亚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赞比
亚全国累计感染霍乱的病例已
达2802人，其中64人死亡，目前
赞全国共有218名霍乱患者正
在接受治疗。奇卢菲亚说，卫生
部从10日起在卢萨卡主要疫区
为200万人接种霍乱疫苗，整个
过程将持续7至10天。

据新华社

瑞士滑雪胜地遭大雪袭击
超 13000 名游客被困当地

瑞士著名的滑雪胜地采尔
马特近日遭大雪袭击，所有通
向该地的道路都已封路，前往
该地的火车也都已停运，超过
13000名游客被困当地。

据新华网

尼日利亚军方打死
百余名“博科圣地”成员

尼日利亚军方 9 日表示，军
方 8 日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打死
至少 107 名极端组织“博科圣
地”成员。尼军方发言人萨尼·乌
斯曼在声明中表示，这次名为

“深击２”的行动主要目的是清
除残留在东北部地区的“博科圣
地”成员。据悉，在这次行动中，4
名军人和 1 名平民志愿者遇难，
另有 9 名军人受伤。

据新华社

百度发布新版
自动驾驶平台“阿波罗 2 .0”

2018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
费电子展 9 日正式开幕。中国
百度公司在开幕前的媒体日活
动上，发布了新版自动驾驶开
放软件平台“阿波罗 2 . 0”。百度
最早在 2017 年 4 月发布了“阿
波罗”平台，该软件平台旨在协
助汽车行业及自动驾驶领域结
合车辆和硬件系统，快速搭建
自己的自动驾驶系统。“阿波罗
2 . 0 ”平台，被称为自动驾驶开
放平台上线以来的“最强版
本”，支持简单城市道路自动驾
驶，并将推出场景化、商业化的
无人驾驶解决方案，全面支持
英特尔、英伟达、恩智浦和瑞萨
四大芯片公司的主流车载计算
平台。 据新华社

工业级高性能
陶瓷 3D 打印机问世

昆山工业技术研究院孵化
团队自主研制的工业级高性能
陶瓷3D打印机和配套的陶瓷浆
料近日问世，并获得3D打印陶
瓷义齿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据
介绍，陶瓷3D打印机采用激光
扫描固化高陶瓷含量浆料。打
印过程中，激光功率、激光光斑
大小和扫描速度可变；3D打印
氧化锆陶瓷义齿的材料利用率
达90％以上，义齿无内裂纹，成
本较低。这种陶瓷３Ｄ打印机和
配套材料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性能达国外先进水平，且3D
打印材料全部实现自主研发生
产，可取代进口。 据新华社

人工岛或将助推
海上风力发电

近日，一家欧洲电网公司
提出配有人工岛的大型海上风
电厂的设想，可显著降低风力
发电成本。该公司提出的海上
风力发电蓝图目标是建设全球
最大、发电量可达30吉瓦（1吉
瓦等于1000兆瓦）的海上风电
场，并在周边建设人工岛。海上
风力发电机组生产的电力先传
送到人工岛，经过处理后，再通
过直流电缆传输到北海周边国
家。按照设想，人工岛候选地是
距离英国东约克郡海岸100多
公里处的北海多格滩，可能将
在2030到2050年间建设完成。

据新华社

军事

俄海军接收卡-27M
最新改进型反潜直升机

近日，俄罗斯直升机公司
已率先向俄波罗的海舰队交付
了第一批卡-27M反潜直升机，
随后将向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
队交付同型号直升机。卡-27M
装备了现代化战场信息实时传
输系统，能实现其与海上指挥
部、地面指挥部、其他直升机间
的信息实时传输，大幅提高了
侦测敌方舰船与反潜作战能
力。该型号直升机在交付前已
在测试中心通过了完整的系统
测试。卡-27M反潜直升机属于
卡-27多用途直升机家族。目
前，卡-27系列直升机已成为俄
海军航空兵直升机部队的中坚
力量，能够提供海上空中侦察、
反潜警戒、搜索侦测、搜救、运
输等多种任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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