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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办理出入境证件
可免费照相

近日，公安部举行例行新
闻发布会通报称，公安部将集
中推出八项出入境便利措施，
涉及就近办证、自助办证、免费
照相、外籍华人办证、边检自助
通关等多个方面，于2月1日起
实施。新措施出台后，省内居民
可在全省范围内办理出入境证
件，省内居民的外省籍家庭成
员也可在省内居民户籍所在城
市就近办理出入境证件，且无
需提交居住证明材料。按照新
规，公安出入境受理窗口为申
请人提供免费出入境证件照相
服务（不含打印纸质相片）。

据新华网

清华大学评出
首批文科资深教授18人

近日，清华大学举行首批
文科资深教授证书颁发仪式。
文科资深教授是清华大学面向
文科教师的最高荣誉称号，等
同于“院士”，首批共18人，多人
走进中南海讲过课。目前，我国
院士制设立在理工农医等学
科，而人文社科领域一直没有
与院士相当地位和影响的学术
称号。2003年教育部启动实施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鼓励高校从实际出发，设立哲
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岗位，并
给予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院
士相应的待遇。

据《新京报》

我国启动国家级森林公园
淘汰退出机制

近日国家林业局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国家级森林公园
管理的通知》，要求强化国家级
森林公园规范化管理，对不能
发挥主体功能甚至造成资源破
坏损害严重的国家级森林公
园，坚决实施淘汰退出机制。通
知明确，国家级森林公园属国家
禁止开发区域，是禁止进行工业
化城镇化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
区。严格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
态和文化自然遗产原真性、完整
性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
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

据《人民日报》

七部门：严格落实
中小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中
央文明办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
划》。计划明确提出，要切实保
障体育课时，严格落实每天锻
炼1小时。北方地区有条件的中
小学应将冰雪运动项目列入冬
季体育课教学内容。

据新华社

8省份立法保障
独生子女“带薪陪床”

独生子女在父母患病住院
期间请假到身边陪护已不再是
奢望。记者 23 日从全国老龄办
2017 年全国“十大老龄新闻”发
布活动中获悉，到 2017 年底，
已有 8 个省份通过地方立法建
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理
假制度。建立这项制度的省份
包括黑龙江、福建、河南、湖北、
广东、广西、海南、重庆。

据新华社

“儿童邪典视频”流入国内
已部署监测清查

近日，“儿童邪典视频”通
过互联网传播引发关注。此类
视频对艾莎公主、蜘蛛侠、小猪
佩奇等卡通形象二次加工，充
斥大量血腥暴力、恐怖、色情等
内容。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已部署开展深入监测和清查。
相关网站展开自查和清理。目
前，国内主流视频网站搜索类
似视频已无法获取。全国“扫黄
打非”办还表示今年将继续开
展“护苗 2018”专项行动，重点
清理涉未成人有害出版物及信
息，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
动，希望广大网民积极举报涉

“黄”涉“非”不法行为。
据人民网

“五险一金”变“六险二金”
系误读

日前有媒体报道，在老百
姓熟悉的“五险一金”基础上又
增加了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
金，变成了“六险二金”。据了
解，这其中存在一些误解。所谓
的新增“一险一金”就其项目而
言早已存在，但一直不属于用
工单位必须给员工缴纳的社会
保险，与“五险一金”有明显区
别。通常所说的“五险一金”，指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
和住房公积金。五险是我国社
会保险的主要组成。

据《人民日报》

小程序“同住酒店拼房”
被指存违法风险

“和TA一起睡，重返 2 0
岁”，连日来，主打“床位共享”
的小程序“同住酒店拼房”，因
其提供的“同性拼房”“异性拼
房”模式，以及暗示性宣传语，
引发争议。这一自称为第三方
平台的小程序，对使用者审核
程序并不严格，用户需自行对
共同拼房者的个人信息进行
核查。除此之外，其所宣扬的

“异性拼房”，也有涉黄之嫌。
体验中，甚至有异性拼房者提
出性暗示。法律界人士认为，

“同住酒店拼房”平台采用暗示
性、倾向性的宣传语，并公开鼓
励“异性拼房”，可能为涉黄活
动提供平台，如果因此产生民
事或刑事问题，平台也应承担
连带责任。 据《新京报》

遇强降雨或强沙尘天气
莫高窟停止对外开放

敦煌研究院日前发布的
《莫高窟 2018 年旅游开放公告》
称，遇强降雨、强沙尘等不可抗
力情况发生时，洞窟将停止对
外开放。网络预约门票可全额
退款，已持门票游客可到售票
处改签参观或退票退款。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所在
的甘肃省敦煌市，在塔克拉玛
干沙漠东端边缘。干旱少雨的
气候条件，使洞窟常年干燥，病
害发展缓慢。得益于此，世人仍
能目睹这座 1650 多年前开凿的
艺术宝库。专家介绍，遇沙尘暴
天气，沙尘颗粒进入洞窟，会污
染乃至进入壁画，对壁画造成
不可逆的伤害。洞窟关闭时，莫
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仍可向预约
游客开放。 据新华社

美国会参议院批准
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

美国国会参议院23日批准
杰罗姆·鲍威尔担任下届美国联
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预计
将于2月3日珍妮特·耶伦任期届
满后正式担任美联储主席。

在去年11月底的提名听证
会上，鲍威尔表示将领导美联储
继续加息和收缩资产负债表。他
还主张根据银行规模和风险状
况对银行监管“量体裁衣”，特别
是对社区银行。鲍威尔拥有普林
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乔
治敦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他将成
为30年来首位没有经济学博士
学位的美联储主席。

据新华社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
聚焦国际合作应对挑战

第48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23日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开幕。
年会将围绕“在分化的世界中
打造共同命运”这一主题，探讨
在地缘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国
际合作的意义，以及国际安全、
环境保护、全球经济等方面的
重大问题。瑞士联邦主席阿兰·
贝尔塞建议，面对共同危机，应
进一步推进全球化、多边主义
及自由贸易，通过提高每个人
的社会地位和改善社会的整体
平等性，建立更为公平的社会
体系。本次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在4天内将举办400多场讨论，
为与会各方促交流、谋共识、求
合作搭建平台。 据新华社

A 股再现奇葩辞职公告:
人近中年该放飞就放飞

三五互联的证券代表日前
高调表示，选择辞去公司相关
职务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1
月 22 日晚，主营软件开发的三
五互联通过公告形式披露了该
信息。据了解，三五互联证券代
表张文于 2016 年 11 月加入三
五互联，负责证券事务、法务工
作。此前，张文曾任职于新加坡
星展银行、上投摩根基金管理
公司从事风险控制、合规管理
及证券事务方向的工作。除了
最奇葩的公告之外，三五互联
股吧还出现一则《前证代关于
辞职公告的声明》。这则属名张
文的声明在解释“寻找真实的
自己”时表示，“人近中年，不想
有太多遗憾，该放飞就放飞”。

据《北京青年报》

2017 国企利润增长 23 . 5%
创 7 年来最大涨幅

1 月 2 3 日，财政部公布
2017 年全年国企经济运行情
况。2 0 1 7 年，国企利润总额
28985 . 9 亿元，同比增长 23 . 5%。
从行业来看，钢铁、有色等去年
同期亏损的行业持续保持盈
利，煤炭、交通、石油石化等行
业利润同比增幅较大，但另一
方面，电力等行业利润同比降
幅较大。 据《新京报》

美国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 2 死 17 伤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
贝文 23 日证实，当天上午发生
在该州一所高中的枪击事件
已造成 2 人死亡、17 人受伤。1
名 15 岁男学生在现场被抓，将
被以谋杀罪和企图谋杀罪被
起诉。据警方称，两名死者一
男一女，同为 15 岁。这是两天
内美国高中发生的第二起校
园枪击案件。22 日，在得克萨
斯州北部一座小城的高中，一
名 16 岁男生开枪打伤一名 15
岁女生。枪手很快被捕但开枪
动机仍在调查之中。

据人民网

韩国说朝鲜已确定
艺术团访韩演出日期

韩国统一部 23 日说，朝鲜
方面表示将分别于 2 月 8 日在
韩国江陵艺术中心、2 月 11 日
在首尔国立剧场举行演出。韩
国统一部发言人表示，朝鲜方
面当天向韩方发来有关艺术团
访韩的通报。通报说，朝鲜艺术
团将经由京义线陆路于 2 月 6
日抵韩，并于 2 月 12 日原路返
回朝鲜。韩国方面当天还向朝
方提议朝鲜冰球选手尽快访
韩，与韩国选手共同训练。朝方
随后决定派遣由 15 人组成的
女子冰球选手团与事先考察团
于 1 月 25 日一同访韩。

据新华社

俄罗斯将向缅甸出售
6 架苏-30 战斗机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亚
历山大·福明 22 日说，俄罗斯
与缅甸就 6 架苏-30 战斗机的
订购事宜达成一致，缅方也有
意向俄购买海军和陆军装备。
福明告诉媒体记者：“俄罗斯
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访问

（缅甸）期间，双方达成协议，
俄方将向缅甸出售 6 架苏-30
战斗机，缅方也对俄罗斯制造
的海军和陆军装备感兴趣。”
绍伊古 20 日开启东南亚之行，
先后访问缅甸、老挝和越南三
国。越通社 21 日报道，绍伊古
访缅期间，缅俄双方围绕加强
军事人员和技术交流、开展联
合训练等议题展开讨论。

据新华社

美驻以使馆将在
2019 年底前完成搬迁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22
日在以色列说，他很荣幸来到

“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美
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历
史性”决定将为化解以色列和
巴勒斯坦矛盾创造机遇。特朗
普上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驻以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
冷的进程。

彭斯 22 日在以色列议会
发表演讲时确认，美国驻以色
列使馆将在 2019 年底前完成
搬迁。特朗普的做法已经遭国
际社会普遍反对。针对美国副
总统的最新表态，巴勒斯坦国
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的发言
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说，希
望美国政府不再做出导致局
势升级的举动。

据新华社

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
投入使用

我国首颗高通量通信卫星
实践十三号23日在轨交付，正
式投入使用。实践十三号卫星
投入使用后，将纳入“中星”卫
星系列，命名为“中星十六号”
卫星。实践十三号卫星突破了
制约我国航天技术跨越发展的
诸多瓶颈技术，在轨开展一系
列试验应用并取得了丰硕成
果，为“航天强国”“宽带中国”
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被认为
是我国技术试验、示范应用和
商业运营成功结合的典范。

据人民网

我国首次实现
月球激光测距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近
日取得重大突破，研究人员利
用1 . 2ｍ望远镜激光测距系统，
多次成功探测到月面反射器
Apollo15返回的激光脉冲信号，
在国内首次成功实现月球激光
测距。月球激光测距是通过精
确测定激光脉冲从地面观测站
到月面反射器的往返时间，从
而计算地月距离。地月间激光
测距是一项综合技术，它涵盖
激光、光电探测、自动控制、空
间轨道等多个学科领域，是目
前地月距离测量精度最高的技
术手段，其观测资料对天文地
球动力学、地月系动力学、月球
物理学以及引力理论验证等诸
多学科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目前，国际上成功实现月
球激光测距的国家仅有美国、
法国和意大利。此次云南天文
台成功实现月球激光测距，填
补了我国在月球激光测距领域
的空白，将会为我国天琴计划
的实施提供测距技术支持。

据新华社

无人机集群作战
开启智能化战争大幕

近日，驻叙利亚境内的俄
军防空系统发现13个小型空中
目标（即无人机）接近俄军事设
施展开袭击。其中，10架无人机
飞近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另外3
架飞近塔尔图斯港补给站。尽
管对于这次无人机袭击事件的
真实情况存在一些纷争，但可
以确定的是，这是无人机集群
作战首次用于实战。

近年来，随着无人系统和
智能技术的不断融合发展，无
人机集群作战的实战化程度不
断提升，正在逐步走上战场，拉
开智能化战争的大幕。尤其是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无人机
技术强国，近两年不断推陈出
新研发新系统、新技术，以抢占
智能化战争的新高地。俄军此
次遭袭事件，不仅体现了无人
机集群在战场上的应用前景，
更体现了反无人机集群作战能
力在战场上的重要性。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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