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月 "# 日，

由全国各地 $##

多名医务工作者

参与的“同心·

共铸中国心”公

益行动甘肃行在

甘南藏族自治州

开展活动。

图为志愿者

在玛曲县尼玛外

香寺义诊。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 月 "# 日，“校园时代”第

八届全国青少年才艺电视展演活动

在京举行，来自驻京各省份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残障儿童保障机构成

员，与各地少年儿童同台竞技。

本报记者 叶晓楠摄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余荣华、魏薇） "# 日，记者从北
京市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北京发
布”获悉，当日 %&时 "'分，一名
残疾人（中国籍）在首都机场 $号
楼到达大厅 ( 出口外，引爆自制
爆炸装置，造成本人受伤，目前正
在救治，未造成周围人员伤亡。目
前，公安机关正在进行调查。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陆娅楠）针对近日部分媒体关于部
分网站出售火车票强制搭售保险的
报道，中国铁路总公司运输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
心 )))*%"$#+*,- 网站是直接销售
中国铁路火车票的唯一网站。

截至目前，中国铁路总公司
没有授权或委托其他任何网站开
展火车票发售或代购业务。中国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

网站售票时不收取任何手续费，
不强制搭售各种保险。中国铁路
总公司也未与任何网站合作开办
代售保险业务。在其他网站购买
火车票或交通意外保险，中国铁
路总公司及其所属企业不承担由
此带来的任何法律责任。

本报拉萨 ! 月 "$ 日

电 （记者扎西、陈尚才）
随着音乐声起，西藏大型
实景剧 《文成公主》 "#

日晚在拉萨启幕，近 +##

余人的演员上演了一台气
势恢宏、荡气回肠的经典
剧目。
《文成公主》 大型实

景剧是以文成公主为演出
主题，讲述了文成公主与
松赞干布唐蕃联姻，在进
藏途中克服艰难险阻，促
进汉藏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相互交
流的故事。

西藏自治区舞蹈协会副主席、

《文成公主》 和美大型实
景剧执行导演白芨说，
《文成公主》 将大唐歌舞
与西藏地区流传久远的藏
舞、藏戏、佛号念唱等艺
术形式结合，以拉萨自然
山水为背景，配合人工舞
台和高科技视听技术，将
戏剧、音乐、舞蹈与现代
舞美元素熔为一炉，视听
效果震撼。

据介绍， 《文成公
主》将于 &月 %日正式首

演。以后每年演出约 %&# 场，平均
每天一场，将推出 %## 多元至 %###

多元不等的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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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电 （记者孙小
静）国际人才在上海创业，将
可获得专业基金支持。在 !月
"# 日召开的 "#%$ 上海海外归
国人员创业大会上，“上海国
际人才创业投资基金”正式揭
牌。

上海一向是对海外高层次
人才回国创新创业最富吸引力
的热土，去年揭牌成立了上海
千人计划创业园，并同步成立
了上海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
为了更好地发挥以“千人计划”
专家为代表的海外高层次人才
促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
积极作用，上海市委组织部、奉
贤区政府和上海千人计划专家
联谊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
国际人才创业投资基金”。其
中，上海千人计划创业园所在
的奉贤区出资人民币 %亿元作
为基金的首期资金。未来二期
资金将引进其他各区的政府引
导资金，并在适当时机引入社
会资本。基金的计划总规模为
.亿元。

据了解，“上海国际人才创
业投资基金”首创“人才服务人
才”的创新模式，委托中央“千
人计划”专家创办的专业创投
基金作为基金管理者，完全采
用市场化运作，并力争打造成
上海乃至全国的特色专业品牌
基金。

世界文化遗产甘肃嘉峪关关城建关以来最大规模保护维修工程已进入关键阶段，我国于 "#%%年底投资 "#*$亿元，对其进行 $年

的保护和维修。 新华社记者 陈 斌摄

嘉峪关巨资维修

本报三沙永兴岛 ! 月

"$ 日电 （马跃峰、李珍）
来自中国社科院、中科院、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
所、中国南海研究院、上海
海洋大学、海南大学等单位
的 %$名博士，今天上午到三沙永
兴岛赴任，正式开始为期 % 年的
挂职生涯。

引进博士到三沙挂职，是三
沙市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举
措。此次引进的 %$名博士，专业
方向紧密结合三沙实际，包括海洋
生物学、船舶液体力学、机械制造
及自动化、国民经济、环境保护、土

地管理、海洋渔业等。挂职岗位既
有市委、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助理等
综合管理类岗位，又有市财税局局
长助理、市经济发展局局长助理等
专业管理类岗位。

挂职任三沙市政府办公
室主任助理的阎二鹏，是海
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年
博士毕业，"#%% 年作为引进
人才进入海南大学，现正主
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上

非传统安全犯罪刑事规制对策》。
他说：“到三沙挂职，不仅能为三沙
建设做贡献，还可以跳出‘从书本
到书本’的圈子，到实践中研究课
题，验证、深化理论知识。”

13博 士挂职三沙

目前，“武则天的时代”展览

正在陕西乾陵博物馆展出。展览通

过日常用品、陶俑、碑帖等文物配

合图片、文字资料，不仅展示了一

代女皇武则天的一生，还集中展示

了唐朝女性发式。图为展出的唐朝

女俑之一。 冯 国摄（新华社发）

陕西乾陵展示

唐朝女性发式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李晓宏） 今天，中国人民大学医改
研究中心在京发布 《公立医院改革
试点评估报告》，首次提出医改政策
指数概念。经该指数评估 %!个国家
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镇江、
芜湖、北京的医改政策指数依次位
列前三名。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
任王虎峰介绍，公立医院改革评估
方面，早期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公立医院
改革的现状和绩效，但不能给决策
者提供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的反馈
信息。创建“医改政策指数”旨在
尝试找到一个可操作、可比较、可
核对的研究方法，以有效反映公立
医院改革政策执行的程度。

报告显示，"#%# 年到 "#%$ 年
间，%!个试点城市在 .方面政策覆
盖得最多：加强医疗服务质量管理、
加大政府投入、建立公立医院之间
以及公立医院与城乡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的分工协作机制、提高医院信
息化水平、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

改革及完善分配激励机制，这 . 条
都体现了发展问题。在 . 方面推出
的政策最少：完善医院内部决策执
行机制、积极探索管办分开的有效
形式、加强公立医院医疗服务安全
质量监管、推进医药分开及改革
以药补医机制、明确各级政府举
办公立医院的职责，这 . 项都是
改革的难点，既涉及到政府职能
的调整，又涉及到医院收入结构
调整、医药分开，还涉及到内部
决策机制。

比较试点城市政策点较多和较
少的“两极”可以发现，试点城市
对于发展和管理服务方面做得较多，
对于体制机制的改革相对较少，改
革相对于发展而言还略微逊色，这

是当前总体政策的一个态势。
针对改革进展情况，报告提出

& 条建议：抓紧研究解决总量平衡
和宏观调控问题，以从根本上调整
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的布局和持续
发展问题；尽快进行公立医院改革
“扩容”和“扩面”，以推动公立医
院改革的升级和深化；推动在更高
层面进行改革，实现体制机制上的
根本改进；进一步发挥医保支付制
度改革在公立医院改革中的协同作
用；从医务人员的薪酬和社保等问
题入手，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
性；以“经济性”分开为重点来解
决医药分开问题；医药价格调整势
在必行，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更需要
积极稳妥推进。

公立医院改革哪里进展快
镇江芜湖北京医改指数居前三

本报北京 ! 月 "$ 日电 （记者
杨子岩） 北京世界华人文化院 "#

日向河北省张家口市的 %# 所中小
学捐赠价值 $## 余万元的 %*" 万余
册图书，这些图书包括《世界文学
名著百部》、 《中国文学名著百
部》、 《青少年自然科学探索文
库》、 《十万个为什么》 等。北京
世界华人文化院成立 %# 年来，除
了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编辑出版图
书、报刊以外，还积极捐书助教，
截至去年，已向内蒙古、江西、广西、
云南等 %$个省自治区市的 "!所中
小学捐赠价值 .## 余万元的图书、
电脑和课桌椅等学习用品。

世界华人文化院

捐 300万元图书

本报电（王思蘅） 由中央统战
部、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
会主办的“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感
恩革命老区延安行”活动日前举行。

来自全国的 !""多名非公有制
经济人士听取党史专家讲座，参观
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代表们在
座谈会上表示，要在继承延安精神
中更好地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大力发展企业，履行社会
责任，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活动期间，企业家们为延安八
一敬老院捐款 %%&# 万元，抗洪救
灾捐款 !'#万元。

非公经济人士
延安捐资帮扶

本报贵阳 ! 月 "$ 日电 （记者
汪志球、黄娴） !月 "%日上午，以
绿色变革与转型为主题的生态文明
贵阳国际论坛 "#%$ 年年会圆满闭
幕。大会发布了 "#%$年年会《贵阳
共识》。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经
国家批准的，目前中国唯一以生态
文明建设为主题的国际论坛，计划
每年定期举办一次。

本届论坛到会嘉宾 "%## 余人，
其中外宾近 $## 人，%'# 余家境内

外媒体对大会进行了报道。$ 天时
间里，论坛举办分论坛及各类活动
.#余场，外国政要和前政要、生态
文明建设领域的联合国主要机构、
各相关国际组织主要负责人等汇聚
一堂，探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热
点、焦点、难点议题。

本届论坛把建设生态文明凝聚
在四大内容支柱上：绿色经济、公
平包容性社会、生态安全和环境治
理、崇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

价值体系。这一核心内容体系在本
届论坛得以充分阐释和延展，通过
典型引入、沟通对话等形式，在传
播生态文明理念，搭建共享平台，
以及促进政策的完善和落实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

论坛密切结合贵州实际，设置
了生态旅游、生态农业、山区经济
等内容的讨论。特别是设置了“携
手瑞士、绿色赶超———瑞士贵州对
话”系列主题活动，不仅分享经验，

而且提出了建设“东方瑞士”的美
好愿景，更在推动务实合作方面打
下了坚实基础。

与会代表在未来的共同目标以
及需要付出的行动方面达成了共识，
闭幕会上，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秘书长、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章
新胜代表大会发布《贵阳共识》。
《贵阳共识》提出，当前，应围

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
方面和全过程的总要求，重点采取
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举措：第一，
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第二，
推进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第三，
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修复自然生态和
治理环境；第四，普及以生态为导
向的价值取向。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闭幕
达成 《贵阳共识》

"#%" 年 / 月 % 日，北京朝

阳医院“医药分开”试点启动。

王全超摄（新华社发）

中铁总公司

未与任何网站
开展合作售票

据新华社南宁 ! 月 "# 日电

（记者刘晓莉）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大常委会获悉，《广西壮族
自治区北海银滩保护条例》正式出
台，将于今年 #" 月 $ 日起施行。
按照条例相关规定，违反者将被处
以最高 %&万元的罚款。

条例中个别条款违反者将被处
以最高 %& 万元的罚款。如条例第
二十八条规定，严格保护沙坝的
自然性和海岸景观的完整性，禁
止在沙坝上新建、扩建永久性建
筑物。禁止损毁沙坝、降低沙坝
高度、破坏海岸景观行为。违反
者将由北海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对单位处 !&万元以上 %&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 !万元以上 %万元
以下罚款。

北海保护银滩
违反可罚 %&万

北京公安调查
机场爆炸案件

“校园时代”

青少年才艺电视展演

志愿者义诊到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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