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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洋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

14 日下午 3 时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政协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副
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大会
执行主席张庆黎宣布：汪洋同
志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

据新华社

监察法草案提请审议
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
察法（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作为国家反

腐败立法，监察法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备受瞩目。监察法草案

分为 9 章，包括总则、监察机关

及其职责、监察范围和管辖、监

察权限、监察程序、反腐败国际

合作、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

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共 6 9

条。主要内容涉及 7 个方面：明

确监察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领导

体制；明确监察工作的原则和方

针；明确监察委员会的产生和职

责；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

职人员监察全覆盖；赋予监察机

关必要的权限；严格规范监察程

序；加强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

的监督。 综合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
设立 10 个专门委员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第四次全体会议 13 日表决通过
了大会关于设立十三届全国人
大专门委员会的决定，决定设立
10 个专门委员会。这 10 个专门
委员会是：民族委员会、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
华侨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社会
建设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由主
任委员、副主任委员若干人、委
员若干人组成。 据新华社

全国文化遗产
家底基本摸清

文化部部长雒树刚 13 日
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上
说，全国文化遗产家底已基本
摸清，为做好保护工作奠定了基
础。据介绍，近年来共登记不可
移动文物 76 . 7 万处，国有可移动
文物约 1 . 08 亿件，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 87 万项，348 个地方戏曲
剧种，革命旧址 3 . 3 万多处，抗
战文物保护单位 2100 多处。52
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列世界第二；39 项遗产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列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12 .4%

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
雨 13 日在人民大会堂“部长通
道”上介绍，目前，我国专利密集
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经
达到 12 . 4%。2017 年，仅涉及专
利的技术合同就超过 15000 项，
成交额突破 1400 亿元，同比增
长将近 10%。同时，去年专利质
押融资额超过 720 亿元，同比增
长 65%，解决了一批科技型中小
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

据新华社

国家发改委鼓励
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2018
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
务的通知，指出全面放宽城市落
户条件。其中，探索搭建区域间
转积分和转户籍通道，探索租赁
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
口落户，2 0 1 8年实现进城落户
1300万人。

通知指出，鼓励对高校和职
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及
技术工人实行零门槛落户。将促
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
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
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
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
入城镇人口在城市举家落户。

据《经济参考报》

我国研发成功大数据查询
速度最快服务器

记者１３日从我国高性能计
算领军企业中科曙光获悉，经过
一个多月苛刻的审核，TPCXT-
BB在TPC官网发布，曙光全新一
代自主研发的双路机架服务器
Ｉ620－Ｇ30服务器集群性能和
性价比双破世界纪录。该服务器
集群在30TB的数据规模上以每
分钟完成3383 . 95次大数据查询
的 速 度 ，每 次 查 询 的 成 本 为
307 . 86美元的优异成绩成为全球
大数据查询速度最快，性价比最
高的服务器。 据新华社

事故频发多次出轨
台湾阿里山森林铁路暂停

进入2018年，深受游客欢迎
的台湾阿里山森林铁路在39天
内发生4次出轨，台湾铁路管理
局以该铁路部分路段泥化严重、
枕木腐蚀为由，宣布从12日起停
驶本线（嘉义站至十字路站）3个
月，支线照常运营。对此，台湾舆
论纷纷表示不满，许多网友留言
说阿里山森铁“没救了”。台湾交
通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这条铁
路一定要救”，但专家指出，该铁
路出轨的主要原因是新车采购
案及人为疏失。

据新华社

辽宁阜新发现
距今约8000年的古村落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
前完成了对阜新他尺西沟遗址
的阶段性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
为一处距今约8000年的新石器
时代早期古村落，出土珍贵遗物
近2500件。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
系教师王闯说，通过发掘，确认
他尺西沟遗址的文化性质与附
近的查海遗址相同。查海文化是
红山文化的源头，被称之为5000
年文明曙光的牛河梁“女神庙”
就源于这里。查海遗址以其丰富
的文化内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
过程中先行了一步，是迈出原始
社会、跨入文明之门，是中华文
明的起步阶段。

据新华社

特朗普解除
蒂勒森国务卿职务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3日发表推文，宣布解除雷克
斯·蒂勒森的国务卿职务，由中
央情报局局长迈克·蓬佩奥继
任。此前一天，正在非洲出访的
蒂勒森提前结束行程，返回美
国。美方人员当时说，蒂勒森行
程突然变动是出于工作原因。

特朗普与蒂勒森失和是公
开秘密，双方矛盾集中于一系
列焦点问题，如伊核协议、朝核
处置、阿拉伯盟国间的纠纷。先
前就有媒体报道，蓬佩奥将接
替蒂勒森。特朗普与蒂勒森的
理念和个性相去甚远，互相拆
台不止一次。美国媒体多次传
出蒂勒森打算辞职的消息。

据新华社

政党改名不容易
小勒庞或要打官司

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
娜·勒庞（即小勒庞）把自己所
属政党名称改为“国民联盟”的
提议遭遇阻截。法国一个政党
声称，它是真正的“国民联盟”。
这个政党的主席是伊戈尔·库
雷克。在库雷克看来，他所属的
党派属于右翼，奉行戴高乐主
义，与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绝不相同，他因而不允许小勒
庞的政党使用“国民联盟”名
称。小勒庞威胁起诉库雷克，后
者说：“她愿意起诉就起诉吧。”
库雷克推测，小勒庞提议改名
前可能没有核查“国民联盟”名
称是否已经有人使用。

据新华社

尼泊尔机场客机失事
因沟通不顺畅理解有偏差

尼 泊 尔 一 架 航 班 号 为
BS211的客机12日下午在特里
布万国际机场降落时突然转
向、冲出跑道并起火。这架客机
搭载 71 人，尼泊尔警方披露事
件造成 49 人死亡、22 人受伤；
同时，航空无线电通信网站记
录显示，失事客机飞行员与塔
台就降落指令沟通不畅，可能
是事件原因。

特里布万国际机场总经理
拉杰·库马尔·切特里表示，飞
行员没有遵从塔台指令，从错
误方向接近机场唯一跑道。切
特里说：“飞机没有与跑道形成
一条直线，塔台反复询问飞行
员（是否准备好降落），得到确
认的回复。” 据新华社

土耳其称土美将联合巡防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

特·恰武什奥卢 13 日说，土耳
其和美国已就联合巡防叙利亚
北部重镇曼比季达成一致。作
为土耳其在叙利亚境内军事行
动目标的库尔德武装“人民保
护部队”将撤出曼比季。

曼比季位于叙利亚北部，
幼发拉底河以西，毗邻叙土边
境。土耳其多次呼吁美国切断
对“人民保护部队”的援助，同
时从曼比季撤出美方人员。土
方不排除扩大攻势，把“人民保
护部队”赶出曼比季。不过，路
透社援引“叙利亚民主军”对外
关系主管雷杜尔·哈利勒的话
报道，他不知道有所谓的美土
联合巡防协议。 据新华社

“中国天眼”已发现
11颗新脉冲星

自2016年9月25日落成启
用以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远镜———“中国天眼”共发现
51颗脉冲星候选体，其中有11
颗已被确认为新脉冲星。“中
国天眼”提供更多的脉冲星样
本，有助于天文学家和物理学
家更加系统地开展深入研究。
在基础物理研究领域，高密度
高能量的脉冲星是不可替代
的宇宙天体实验室。脉冲星将
来还可以替代导航卫星实施
空间飞行器的定位。

据新华网

鲲龙AG600
下半年将水上首飞

我国大型灭火/水上救援
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又有
新进展。继2017年底成功完成
陆上首飞以后，AG600将于今
年下半年在湖北省荆门市进
行水上首飞。据悉，后续AG600
飞机将在珠海本场完成陆上
调整试飞，然后转场荆门，开
展水上试飞前的系列准备工
作。水上首飞前，还将通过水
密特性试验、水面低速、中速、
高速滑行等试验，完成对飞机
机体水密情况检查，对飞机在
水面的横向与纵向稳定性、快
速性、操纵性和喷溅特性等进
行验证。 据新华社

马斯克拟
明年试飞火星飞船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创始人埃隆·马斯克
近日说，这家企业建造的火星
飞船最快将在2019年短程试
飞。但他也承认，他的预期一
些时候稍显“乐观”。“有时候，
我 的 时 间 表 会 有 点（ 推
迟）……你们懂的。”

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国
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曾在一
份报告中说，SpaceX 总是无法
在承诺期限内完成任务。比如，
这家企业研制的“猎鹰重型”火
箭曾数次推迟首次试射，终于
在上月承载一辆“特斯拉”跑车
飞向火星附近轨道。

据新华社

新方法可减少
飞机被雷击风险

飞机在带电的雷雨环境
中飞行时，一端积累正电荷、
另一端积累负电荷，电压差高
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导电的
等离子体流，导致飞机更易被
雷电击中。航空专家估计全球
每架商用飞机每年至少会被
雷电击中一次，其中90%是飞
机自身引发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
人员提出，用传感器监测飞机
外壳带电情况，必要时施加电
流调整电荷分布，可以有效预
防雷击发生，加电设备所需的
能量比一只普通电灯泡还低。

据新华社

中国外贸
取得超预期“开门红”

近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前2个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 . 52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
期增长16 . 7%。其中，出口2 . 44
万亿元，增长18%；进口2 . 08万
亿元，增长1 5 . 2%；贸易顺差
3622亿元，扩大37 . 2%。此前市
场普遍预计2月数据将回落，而
实际结果则大幅超出市场预
期。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外贸
取得超预期“开门红”，既与世
界经济回暖、外需增大有关，
亦与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
经济活力不断提升密不可分。

据人民网

证监会开出55亿元
史上最大罚单

证监会近日召开了稽查
执法专场新闻通气会，通报了
三起近期查处的资本市场违
法违规案件，包括一起信息披
露违法违规案，两起操纵市场
案。其中，厦门北八道集团因
涉嫌多账户、运用杠杆资金巨
额操纵多只次新股股票，将被
证监会开出史上最大罚单。

经查明，厦门北八道集团
涉嫌操纵的次新股包括张家
港行、江阴银行、和胜股份等，
操纵期间累计获利9 . 45亿元。
该案目前已经过调查审理和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程序，证监
会将对北八道集团作出没一
罚五的顶格处罚，罚没款总计
约55亿元。这将成为证监会行
政处罚历史上开出的最高额
的罚单。 据新华网

唐山钢铁限产升级
非采暖季实行错峰生产

为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从3
月16日至11月14日非采暖期
内，唐山将对全市钢铁企业实
施精准化、差异化错峰生产。

作为全国重要的钢铁大
市，唐山日前出台了《唐山市
建设生态唐山实现绿色发展
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在全面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采暖
季钢铁行业错峰生产有关要
求的基础上，唐山市以高炉生
产能力为依据，同时参照钢铁
企业分布、气象条件等因素，
对全市所有钢铁企业实施比
例与频次不同的错峰生产。

方案设置了基础限产比
例和动态限产比例。位于唐山
市主城区以及主城区上风向
的钢铁企业基础限产比例为
15% ，其他钢铁企业基础限产
比例为 10%。 据新华社

腾讯33亿购新丽传媒股份
日前，光线传媒发布公告

称，以人民币33 . 1704亿元的对
价将持有的新丽传媒27 . 6420%
的股份出售给林芝腾讯。近几
个月来，腾讯投资的消息接连
被公布，从新零售到直播，从
在线教育到二手车，腾讯投资
的版图越来越大。分析师表
示，这是腾讯开放投资战略的
表现，腾讯的投资策略是仅进
行股权投资，以谋求业务合
作；另外腾讯还喜欢在某一行
业多点布局，多方押宝。

据《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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