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5日，来自国内外的

考古专家和学者在南山遗址4

号洞查看发掘工作现场。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居住

在洞穴里的人类，只会采集、狩

猎，或从事初级农业生产活动。

中国社科院、福建省博物院和明

溪县博物馆考古团队近期对福

建三明市南山遗址的一系列考

古新发现颠覆了这一观点。

这一团队11月4日宣布：

在南山遗址4号洞（测定遗址年

代为距今5300-4300年）的新石

器时代文化层上发现了上万颗

炭化稻谷，表明南山遗址古代

先民已经掌握了相对较发达的

农业生产方式。

对南山遗址的正式考古发

掘始于2012年。除了大量炭化

稻谷外，已发现墓葬8座，大型

蓄水池2座，灰坑十余个，近百

个柱洞，以及陶、石、骨器千余

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

（新华）

福建史前考古：

洞穴遗址发现大量农作物遗存颠覆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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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秀镇塔前村拟对2018年塔前村环境卫生清扫保

洁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质的公司前来村委会

报名参与招标事宜。报名时间自即日起至11月12日下

午5点。

联系人：王先生

联系电话：8858207913636989700

石狮市灵秀镇塔前村民委员会
2017年11月6日

招标公告

石狮市园林环卫管理处拟对石狮市垃圾中转站改

造及大型修缮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投标人必须具有合

格有效的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二级建筑装修装饰专业

承包资质或不低于三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

资质及以上资质且取得《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施工企业资格。

报名时间：2017年11月06日—2017年11月10日

联系地址：福建省恒建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石狮市华中街泉发大厦A－203）

联系人：小李 18350588723

石狮市园林环卫管理处
2017年11月6日

招标公告

国内视窗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日前，中央军委

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意见》指出，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是党

和国家军事领导制度长期发展的重大成果，凝结着

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全面深

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关系人民军队建设根本方

向，关系新时代强国强军事业发展，关系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

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政治

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为贯彻军委主

席负责制提供坚强保证，确保全军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

责、让习主席放心。

《意见》还对全军各级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

负责制提出了具体要求。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全面深入贯
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意见》

中国成全球邮轮市场增长新引擎
为“中国定制”船型接踵而至

近年来我国邮轮经济快速发

展，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邮轮

市场。作为当前全球邮轮经济增

长的新引擎，中国邮轮市场全球

吸引力稳步提升，国际邮轮公司

正争相推出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

的船型，来优化中国市场战略布

局。

据近期在上海发布的《2017

中国邮轮产业发展报告》显示，

2016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

二大邮轮市场。全球邮轮市场的

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亚洲邮轮市

场的发展，而中国是亚洲最大的

邮轮客源市场。

“亚洲地区正处于新兴邮轮

市场的顶峰，中国更是整个趋势

的领头羊。”海贸集团总经理安德

鲁表示，中国市场邮轮旅游渗透

率目前只有0.16％，增长潜力巨

大。

为拓展中国市场，各大国际

邮轮企业争相增加在中国市场的

邮轮数量，并推出专为中国游客

量身定制的豪华邮轮：近日，歌诗

达邮轮在上海举行专为中国游客

量身打造的歌诗达�威尼斯号新
船启动仪式。歌诗达邮轮集团全

球首席执行官汤沐表示，中国是

全球发展最快的邮轮市场，到

2019年歌诗达�威尼斯号加入后，
歌诗达还将在2020年再添一艘

为中国游客量身打造的新船。

除歌诗达邮轮外，今年7月

份，嘉年华集团旗下首艘专为中

国市场量身定制的“盛世公主号”

邮轮也在上海举行了中国首航庆

典；皇家加勒比全球高级副总裁

刘淄楠近日也在上海透露，皇家

加勒比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海

洋光谱号”已经启动建造，将于

2019年下水并部署在中国市场。

在积极推出为中国市场量身

定制邮轮的同时，国际邮轮公司

还开始订购由中国建造的邮轮。

今年2月份，嘉年华集团宣布，其

在华合资邮轮公司已签署协议备

忘录，订购首批两艘中国建造的

新邮轮，同时还可选择增订四

艘。新邮轮将由中船集团和意大

利芬坎蒂尼集团共同成立的造船

合资企业在中国承建。

“近年来中国邮轮市场迅猛

发展，各大邮轮公司为中国市场

量身打造的邮轮接踵而至。”上海

市交通委副主任张林表示，上海

港是国内第一个靠泊国际邮轮的

港口，目前已有11艘国际邮轮以

上海港为母港。

在专家看来，当前不少国际

邮轮公司推出“中国定制”，将其

最新船型首先投放中国市场，正

是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为更好满

足中国消费者喜好，这些定制邮

轮都将各种“中国元素”加入进

去，将西方邮轮文化与中国传统

文化、消费习惯进行结合，以带来

更好的消费体验。未来，中国邮

轮旅游产品设计也将更加注重特

色性与差异化。

上海海事大学亚洲邮轮学院

秘书长程爵浩认为，过去十年，中

国市场完成了邮轮旅游这一新业

态的顺利引入和培育，充分展示了

中国旅游强劲的消费力量，尤其是

中国邮轮产业具有的全球战略影

响力；中国邮轮的第二个十年，将

是本土邮轮成长、航线产品优化、

市场纵深拓展和产业结构升级以

及经济影响深化的十年。（新华）

社会广角

“黄花独带露，红叶已随
风。”《中国天文年历》显示，11月
7日13时38分迎来“立冬”节
气。此时节，朔风起，地始冻，水
始冰，天气一天天变冷。保健专
家提示人们要注意避寒藏暖、早
卧晚起、均衡饮食。

立冬后，冷空气活动开始频
繁。保健专家提醒说，此时阳气
潜藏，从养生的角度来看，起居
调养应以“养藏”为主，建议早睡
晚起，晨练的时间应适当推迟，
一定要等到太阳升起、雾气消散
之后；饮食上多吃滋阴的食物，
可以开始适当进补，同时注意均
衡饮食。 （新华）

“朔风起，万物藏”
7日13时38分“立冬”

新华社武汉11月5日电 交通运输部与国家铁

路局等相关负责人在武汉举行的2017中国桥博会

上透露，目前我国公路桥梁数量已超过80万座，高

铁桥梁累积长度超过1万公里。仅宜宾以下的长

江干流上，包括在建的长江大桥总量达到135座。

桥梁已成为中国建造的靓丽名片。

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公路桥梁80.53万座。

目前在世界上已建成的主跨跨径最大的前10座斜

拉桥、悬索桥、拱桥和梁式桥中，我国分别占有7

座、6座、6座和5座。中国的桥梁事业已融入了世

界桥梁事业的整体发展格局，正在成为中国“走出

去”的新名片。目前自四川宜宾以下长江干流上的

跨江桥梁共135座，其中在建32座，由中铁大桥局、

中铁大桥院参与或承建的就有近百座。

我国公路桥梁总数超80万座
长江大桥总量达135座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由中国音像与数字出

版协会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2017

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3日在京发布。报告指出，

2016年中国音乐产业总规模约为3253.22亿元，同

比增长率为7.79%。

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音乐图书与音像产业规

模为11.05亿元，其中，音像类出版产业规模为8.38

亿元，同比略有下降；“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应

用、O2O模式的不断创新、“黑胶唱片”的复兴，成为

音乐图书与音像出版产业发展新亮点。

相比之下，以数字音乐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成

为推动中国音乐产业整体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年，中国数字音乐的产业规模达到529.26亿

元，同比增长6.2%。其中PC端与移动端的总产值

达到143.26亿元，同比增长39.36%，主要动能来自

快速增长的付费用户群体。

中国音乐产业规模
逾3253亿元

11月4日，农业部测产验收专家组对广西灌阳
县水稻超高产攻关示范基地进行再生稻测产，结果
显示“超级稻+再生稻”平均亩产首次突破1500公
斤。再生稻是在头季稻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
苗、长穗再收一季的水稻品种，省去了播种、犁耙田
和育秧等环节，具有生长期短、成本低、产量高和米
质优等特点。 （新华）

广西“超级稻+再生稻”
平均亩产突破1500公斤

11月5日，亲子家庭在绘制
长卷。

当日，由中国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科
学早教专业委员会主办、积木宝
贝科学早教承办的“积木宝贝闯
世界创意联展”活动在北京收
官。该活动历时187天，来自我
国26个城市的2200多个亲子家
庭参与，共同绘制出拼接总长度
3796米的长卷。 （新华）

千米长卷画童真
2200多个家庭参与

11月5日下午，四川卧龙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消息，保护
区首次拍到四只雪豹同框画面：
3个点位分别记录到一母三子行
踪。

上述消息是卧龙保护区在
“首届横断山雪豹保护行动研讨
会”上发布的。由四川省林业厅
主办的此次研讨会，于11月4
日-6日在四川都江堰召开，来自
雪豹保护领域的专家、各大保护
组织及四川雪豹重点分布自然
保护区的负责人，就横断山雪豹
保护现状及监测经验进行了深
入交流。

在当天的会议上，与会人士
一致通过了《卧龙雪豹宣言》，倡
议加强对雪豹的保护和研究，并
首次公布了卧龙雪豹数量不少
于26只的消息。 （新华）

四川首次拍到
四只雪豹同框画面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开通进入百日冲刺
新华社广州11月5日电 拱

北海关5日披露，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开通前各项筹备工作

已从3日起开展百日冲刺，包括

该关在内的相关部门正以“零距

离沟通、零等待响应、零误差落

实”来实现相关目标。

港珠澳大桥通车后，珠海将成

为唯一与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

政区陆路直接相通的城市。今年

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广东港珠澳

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对外开放。由

此，以建设最智能、最便捷的一流

口岸为目标，各项建设和筹备工作

正在有条不紊向前推进。

“港珠澳大桥实施‘三地三检’

模式，分设珠海、澳门、香港三个

口岸。珠海公路口岸分为旅检

区、货检区两部分，其中，旅检区

占地面积为35.6万平方米，包括

珠港旅检楼、珠澳旅检楼、出境入

境随车人员验放厅等，旅检楼设

珠港进出、珠澳进出共四个旅检

大厅；货检区占地面积为23.4万

平方米，包括车辆缓冲区、候检

场、查验平台等。车辆通关方面，

货车通道近30条，进出境各两个

查验平台；客车通道近50条，进

出境各1个查验平台。”该关关长

周斌说。

据了解，在这个口岸，拱北海

关正让体现最新技术的海关大型

监管设施设备陆续进场，其中含

H986、CS1000T等非侵入式查验

设备等，包括“一站式”卡口系统

在内的七大平台、数十个系统正

在争分夺秒开发中。

此外，海关目前正在开发建

设“人脸识别”系统和CT机智能

查验系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手

段打造海关监管云，实现对高风

险旅客及行李物品的精准识别，

为过关旅客提供新型化、智能化、

高效化的通关体验。除了在硬

件、软件建设全面竞一流外，该口

岸也将享有拱北海关落实部署的

各项通关“红利”。

“拱北海关在拱北口岸、横琴

口岸实施‘一站式’验放车辆，在

横琴口岸开展关检‘一机一台’查

验机制创新，与香港、澳门海关开

展了一系列查验结果参考互认

等，都取得了较好成效。下一步，

将有计划推广这些经验，最大限

度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要素便利往

来。”周斌说。

中国疾控中心：

不合格百白破疫苗或影响效果 但安全性达标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针

对两批次65万余支百白破疫苗

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

一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

关专家5日表示，两批次百白破

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可能影响

免疫保护效果，但这两批次疫苗

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接种安全

性风险没有增加。

中国疾控中心有关专家说，

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有关省份卫生

计生部门正在组织专家对不合格

疫苗情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

果将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处理。

对于民众普遍关心的不合格

疫苗安全性问题，专家指出，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企业报请

批签发的疫苗，逐批进行安全性

指标检验，经查批签发记录，这两

批次疫苗安全性指标符合标准，

其接种安全性风险没有增加。

据了解，接种百白破疫苗是

预防儿童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

的有效措施。按照国家免疫程

序，百白破疫苗需接种4剂次，分

别于3、4、5月龄和18月龄各接种

1剂次，完成4剂次接种的儿童可

得到较好的保护效果。相关研究

显示，百白破疫苗预防典型百日

咳的效力约85％，因此，即使接种

了百白破疫苗的儿童，少部分人

也有可能罹患百日咳。百白破疫

苗预防儿童破伤风的保护效力为

80%-100%，完成4剂次接种可为

青少年期提供有效保护。百白破

疫苗对白喉的保护效果较好，接

种3剂次以上的疫苗保护效力约

为95%。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新闻发言人3日对媒体说，分别

由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各一批次共计65万余

支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

准规定，食药监总局已责令企业

查明流向，并要求立即停止使用

不合格产品。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的 批 号 为

201605014-01的 疫 苗 共 计

252600支，全部销往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武汉生物制品研

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

201607050-2的疫苗共计400520

支，销往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190520支，销往河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210000支。

厦门查获单票数量全国最大进口洋垃圾
记者从厦门海关处获悉，经

专业机构鉴定确认，厦门海关与

厦门检验检疫局日前联合查获的

51个货柜“锌矿”为禁止进口类固

体废物。这也是自今年3月1日

海关总署、环保部、公安部、质检

总局联合开展强化监管严厉打击

洋垃圾违法专项行动以来，全国

查获单票数量最大的禁止进口固

体废物案。

据了解，8月10日，厦门某进

出口有限公司向厦门海关申报进

口一批锌矿，共计51个20尺集装

箱，总重1415.5吨。现场查验人

员立即对该批货物进行封存，并

将相关样品送专业机构进行固废

属性鉴定。经鉴定，该批货物属

于我国明令禁止进口的固体废

物。

据厦门海关相关负责人介

绍，上述冶炼渣虽然还有部分回

收利用价值，但其中含有有毒元

素，若被投入生产，冶炼过程中产

生的有害污染物经排气筒排放，

将会污染周边区域的水、土壤和

居民生活环境，后期废物无害化

处置成本也较大。为保护生态环

境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国

家已全面禁止此类利用价值低、

环境危害大的固体废物入境。

据统计，自今年2月24日海

关总署开展专项整治洋垃圾“蓝

天行动”以来，厦门海关共依法查

获固体废物走私案件19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近40名，累计销毁旧

服装349吨。 （新华）

四川首次拍到四只雪豹同框画面

播发时间：2017-11-0519:20:12 字数：518

新华社成都11月5日电（记者吕庆福）11月5日下午，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发布消息，保护区首次拍到四只雪豹同框画面：3个点位分别记录到一母三子行踪。

在卧龙保护区公布的新一轮雪豹数据回收成果中，三台红外线相机中分别发现了

雪豹四口之家的身影，共五段视频，其中三段是在6月份的3天中、在点缀着零星小花的

高山草甸上拍到的：雪豹妈妈带着三只小雪豹缓缓地走入镜头，三只小雪豹走走停停好

奇地东张希望；雪豹妈妈觅食去了，三只小雪豹乖乖地坐在草地上，啃着脚丫玩耍；雪豹

妈妈不在，两只小雪豹争抢草皮玩儿。

据专家判断，这三只小雪豹约3个月左右，正是活泼好奇的年纪。雪豹是独居动

物，大约在两周岁以后离开母亲，独自生活。据悉，四只雪豹同框比较罕见，这也是四川

首次拍到的画面。

上述消息是卧龙保护区在“首届横断山雪豹保护行动研讨会”上发布的。由四川省

林业厅主办的此次研讨会，于11月4日-6日在四川都江堰召开，来自雪豹保护领域的

专家、各大保护组织及四川雪豹重点分布自然保护区的负责人，就横断山雪豹保护现状

及监测经验进行了深入交流。

在当天的会议上，与会人士一致通过了《卧龙雪豹宣言》，倡议加强对雪豹的保护和

研究，并首次公布了卧龙雪豹数量不少于26只的消息。

网络行骗几乎无孔不入。
关于在申请退回共享单车押金
时遭遇网络行骗，造成个人财产
损失，警方提醒，如需办理共享
单车退押金业务，可以通过APP
直接办理，或拨打APP中标识的
客服电话进行咨询。遭遇无法
退款时，切勿“病急乱投医”。
“在这些案例中，骗子的作案

手法基本一致，都是通过在网上
发布虚假共享单车‘客服电话’，
坐等受害者上钩。”深圳市反电
信网络诈骗中心负责人王征途
说，在申请共享单车退押金时，
只要是需要你转账的或发送链
接、二维码的，以及索取付款码
的都是假客服。 （新华）

共享单车退押金
当心假“客服”行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