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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组建部门和单位
陆续挂牌

近日，自然资源部、农业农
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国务
院新组建部门作为第一批挂牌
单位陆续挂牌，国务院各部门
的机构改革进入实质性落实和
推进阶段。

根据此前召开的国务院机
构改革推进会安排，4 月中旬，
要在确保具备集中办公条件，
确保领导班子成员和综合司局
实现集中办公基础上，完成新
组建部门挂牌。抓紧制定“三
定”规定，从严核定新组建部门
内设机构数量，按照“编随事
走、人随编走”原则核定编制数
量，6 月底前印发执行。

据《人民日报》

京杭首通复兴号高铁
全程仅4小时18分

4 月 10 日起，全国铁路施
行新版列车运行图。京杭间将
首次开行“复兴号”高铁列车，
全程仅需 4 小时 18 分。同时，
京沪高铁将再次提速，比此前
最快的一趟列车还能节省 6 分
钟的时间。新图实施后京津城
际将新增复兴号列车 31 对，调
整 2 对，达到 81 . 5 对。此外，近
期“五一”小长假车票已经开
售，中短途方向车票相对紧俏。

据《新京报》

近百家 500 强企业
将参展中国进口博览会

上海市政府近日举办新闻
发布会称，将于11月举办的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
正有力有序向前推进，招商全面
启动，预计到会的国内外专业采
购商将达15万人。据介绍，目前
已有61个国家正式确认参加贸
易投资综合展，160多个国家和
地区指定了近200家本国和本
地区的组展机构协助招展和服
务，超过1600家企业已经报名
参展，包括近百家500强企业和
各国行业龙头企业。其中，超过
70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企业
已签约，签约展览面积超过12万
平方米。 据《人民日报》

国内首艘 2 万吨级
“江海直达船舶”投入运营

4 月 9 日，在经历了 4 天的
航行之后，全国首艘江海直达
船舶“江海直达 1 号”顺利停靠
马钢港务原料码头。作为首航
之旅，这也标志着该艘江海直
达船舶正式投入运营。据介绍，

“江海直达 1 号”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下水，2018 年 3 月 18 日
正式交付使用，船体总长 154
米，宽 24 米，型深 11 . 8 米，吃水
9 . 1 米，设计最大载重量约 2 . 2
万吨。该船是专为马鞍山港量
身定制的江海直达船型，主要
投运宁波舟山港至马鞍山港航
线，预计全程耗时 36 小时。

据人民网

“内涵段子”等
低俗视听产品被责令关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督察
“今日头条”网站整改工作中，
发现该公司组织推送的“内涵
段子”客户端软件和相关公众
号存在导向不正、格调低俗等
突出问题，引发网民强烈反感。
为维护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
序，清朗互联网空间视听环境，
依据相关法规的规定，总局责
令“今日头条”永久关停“内涵
段子”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并
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
理类似视听节目产品。

据人民网

廊坊等 11 城列为
2018 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
前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打击传
销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当前
打击传销工作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网络传销违法犯罪活动蔓
延态势迅猛，亟需采取更有力
措施加以整治，异地聚集式传
销活动虽总体可控，但在一些
重点地区仍较为突出。根据
2017 年传销举报投诉情况，将
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
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
桂林市列为 2018 年传销重点
整治城市。 据人民网

甘肃严查“问题公路”
多人被停职调查

近日，甘肃扶贫公路折达
公路被曝出存在“偷工减料”问
题，而在被要求整改的过程中，
相关施工人员又应付了事。10
日上午，甘肃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召开折达公路质量问题
调查暨整改工作进展情况新闻
发布会，通报了折达公路曝光
问题的后续整改和调查处理情
况，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公布了
受到停职处理的 8 名相关人员
名单。

据悉，目前，折达公路路
基、路面、桥梁的总体技术状况
达到全国已运营普通公路平均
水平，但隧道存在质量隐患。督
导组要求，对包括考勒隧道在
内的折达公路全线进行检测，
根据检测结果认真研究制订整
治方案并全面进行整治。

据《北京青年报》

国内首次
大范围试种海水稻

海水稻，是我国育种专家
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和常规育种
方法选育出来的新型耐盐碱性
水稻。记者从青岛海水稻研究
中心了解到，目前，海南南繁基
地从上千份海水稻材料中已挑
选出176份优良品种，将在今年
首次全国大范围试种。

青岛海水稻研发中心副主
任张国栋表示，这 176 份会重
点在全国主要盐碱地进行重点
的、深入的（做）一些测试，争取
今年能够拿出不低于一个可以
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经过国家
审定的一个品种。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表示，海水稻如果
扩大到 1 亿亩，按最低产量(亩
产 3 0 0 公斤 )计算，每年增产
300 亿公斤，可以多养活 8000
万人口，相当于一个湖南省的
年粮食总产量。 据央视新闻

证监会争取 2018 年内
开通“沪伦通”

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
年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
纲宣布争取在 2018 年内开通

“沪伦通”。对此，证监会新闻发
言人高莉回应称，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股票市
场互联互通（以下简称“沪伦
通”）是深化中英金融合作，扩
大我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和向世
界表明我坚定不移扩大开放信
心的一项重要举措。为落实两
国元首会晤指示精神，证监会
积极推进“沪伦通”准备工作。
证监会将与英方共同努力，争
取 2018 年内开通。

据新华网

五大银行集体裁员撤点
竞速“智能化转型”

日前公布的大行年报数据
显示，物理网点布局和柜员人
数增速普遍放缓，智能化成为
各银行转型的突破口。一方面，
效益较差的网点被裁撤，大而
全的网点向轻型化、智能化升
级；另一方面，多家银行明确，
将重金投入金融科技以完成

“弯道超车”。年报数据显示，五
家国有银行在境内银行机构员
工全部减少，其中工商银行、农
业银行、建设银行减员都在
8000 人以上，中国银行仅内地
商业银行机构员工减少 96 人，
交通银行境内银行机构从业人
员减少了 1259 人。从人员结构
上看，多数银行前台岗位人员
有所减少，后台科技岗位人员
增加。 据《经济参考报》

马蒂斯估价最贵画作
将上拍

法国画家、雕塑家、野兽派
创始人和代表人物亨利·马蒂

斯创作于 1923 年的《侧卧的宫
娥与玉兰花》将亮相 5 月在纽
约佳士得举行的佩吉及大卫·
洛克菲勒夫妇系列珍藏拍卖。
据介绍，马蒂斯的《侧卧的宫娥
与玉兰花》估价 5000 万至 8000

万美元，是拍卖史上估价最高

的马蒂斯作品，有望在下月刷
新艺术家的个人拍卖纪录。据
悉，这幅作品 4 月 6 日、7 日曾
在北京展出。

据《新京报》

民航局发布
无人机经营活动管理办法

近日，民航局发布《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经营性飞行活动
管理办法(暂行)》。《办法》对无
人驾驶航空器经营许可证的申
请条件及程序、无人驾驶航空
器经营性飞行活动的监督管理
方式等做了明确规定，具有适
用范围边界清晰、准入条件大
幅降低、在线操作简单便捷、管
理条款符合情理、时间指标宽
松充裕等特点。《办法》将于
201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据中国新闻网

中国北斗系统
首个海外中心落成运行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
个海外中心——— 中阿北斗中心
10 日在位于突尼斯的阿拉伯信
息通信技术组织总部举行揭牌
仪式。中阿北斗中心位于首都
突尼斯市北郊贾扎拉科技园
内。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
公室主任冉承其说，这一中心
主要面向阿拉伯及非洲地区国
家，集宣传展示、应用演示、测
试评估、教育培训和联合研究
等功能于一体，是全面展示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应用成果
的窗口，也是推动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平台。 据新华社

我国科学家开创
第三类存储技术

近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
院教授张卫、周鹏团队实现了
具有颠覆性的二维半导体准非
易失存储原型器件，开创了第
三类存储技术。据了解，目前半
导体电荷存储技术主要有两
类，第一类是易失性存储，例如
计算机中的内存，掉电后数据
会立即消失；第二类是非易失
性存储，例如人们常用的 Ｕ
盘，在写入数据后无需额外能
量可保存 10 年。前者可在几纳
秒左右写入数据，第二类电荷
存储技术需要几微秒到几十微
秒才能把数据保存下来。此次
研发的新型电荷存储技术，既
满足了 10 纳秒写入数据速度，
又实现了按需定制（ 10 秒－１10

年）的可调控数据准非易失特

性。这种全新特性不仅在高速内

存中可以极大降低存储功耗，同

时能实现数据有效期截止后自

然消失，在特殊应用场景解决了

保密性和传输的矛盾。

据新华社

首艘国产航母或近期海试
下半年有望交付海军

军事专家曹卫东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国产航母的确
有可能近期进行海试，并可能
于下半年交付海军。

根据近日网络上流传的有
关首艘国产航母建造进展的照
片显示，首艘国产航母的甲板
上疑似已经完成了阻拦锁的安
装，舰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四
面阵”已安装完毕，原来布满全
舰的脚手架也即将拆除干净。
据悉，国产航母海试初步的测
试目标是检验航母舰载系统，
包括工程设计和损害防控，以
及雷达和通信系统。

据曹卫东介绍，一艘大型
舰艇的建造有几个关键的节点：
切钢开始建造、下水、舾装和系
泊试验，然后就是进行海试。海
试就是要让舰艇离开码头，出海
试验，测试其航速、转弯半径、抗
风浪性、满负荷状态下各环节的
运转情况等，还要测试一些舰载
武器装备的状况，只有海试才能
全面检验一艘舰艇是否达到了
设计标准和要求，如果海试顺
利，各项指标都逐一合格，下一
步就可以交付部队了。“我认为，
今年下半年，国产航母应该能完
成海试的工作，这也就意味着首
艘国产航母可以交付海军了。

据人民网

金正恩：本月 27 日
举行北南首脑会晤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在 9 日举行的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

议上表示，北南首脑会晤将于本
月 27 日在板门店举行。报道说，
金正恩在会上就近期朝鲜半岛
形势发展作报告时提到，本月 27

日将于板门店南方一侧的“和平
之家”举行北南首脑会晤和会

谈。报道说，金正恩分析和评价
了当前北南关系发展方向和朝
美对话前景，提出了今后的国
际关系方针和应对方向。

2000 年和 2007 年，韩国时
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分别前
往平壤，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举行会晤。

据新华社

特朗普：将于 5 月或 6 月初
与金正恩会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表
示，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的会面将于５月或６月初举
行。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
表示，美方目前已与朝鲜展开
接触，“我们将在５月或６月初
的某个时候和他们见面”。

特朗普说，希望美朝双方
可以在会谈中就朝鲜半岛无核
化达成协议。美国多名官员８
日披露，朝鲜方面已与美方直
接接触，朝方表示金正恩愿意
与特朗普讨论朝鲜半岛无核化
问题。 据新华社

用户数据遭“窃用”
扎克伯格在美国会致歉

美国脸书公司首席执行
官马克·扎克伯格 1 0 日开始
就这家互联网企业用户数据
遭“窃用”一事接受国会议员
连续两天的盘问。扎克伯格第
一次在国会议员面前为脸书
犯的错致歉。

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前员工
3 月向媒体揭发这家企业用不
正当手段获取大量脸书用户数
据，图谋影响 2016 年美国总统
选举，引导选民支持共和党候
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扎克伯格
一再道歉并承诺保护用户数
据，但信息专家说，用户个人数
据被各种机构“收割”、贩卖乃
至滥用已是普遍现象。

据新华社

泰国拟发放“创业签证”
泰国总理府部长科萨·蒲

达古近日说，泰国政府正在考
虑面向外国创业者推出专门的
签证类型，鼓励他们来泰创业，
从而促进泰国创意产业发展。
泰国科技部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初，泰国有超过 1500 家
初创企业。多项针对“数码游
民”的民意调查显示，泰国首都
曼谷、北方城市清迈排在他们
心目中理想居住地前五名。数
码游民指无需到固定地点上
班、依靠互联网便可独立谋生
的人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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