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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吉隆坡7月10日电（记
者赵博超） 新华社记者10日从中国
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处获得证实，今
年5月6日在马来西亚沙巴州遭武装
人员绑架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获释。

马来西亚 《星报》 10日援引马
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巴卡尔的话
报道说，这名中国公民已经被带至
马来西亚沙巴州山打根，并将于当

晚前往吉隆坡，然后从那里返回中
国。

据报道，这名中国公民在沙巴
州一处养鱼场遭到武装人员绑架。
马来西亚警方指认绑架系菲律宾南
部武装人员所为。沙巴州位于加里
曼丹岛北部，毗邻菲律宾南部。菲
武装人员时常潜入马来西亚境内实
施绑架。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记者
璩静、隋笑飞）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电影局负责人10日在京透露，上半
年中国电影票房达 137 亿元，国产
片市场份额降至50％以下。

艺恩数据同时显示，自 5 月 21
日票房过百亿元之后，进口片竞争
力明显提升，国产片优势下降，短
短一个月，国产片份额从 56％降至
47％。

此外，数据显示，上半年票房
过亿元的影片达33部，国产片占15
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爸爸去

哪儿》 和 《澳门风云》 分别位列票
房前3名。

一直以来，50％的国产片票房
份 额 是 中 国 电 影 市 场 的 敏 感 点 。
2012 年 2 月，中美双方就解决 WTO
电影问题达成协议，确定在每年 20
部进口分账影片配额基础上，再增加
14部。之后两年间，国产影片市场地
位受到极大挑战。面临巨大压力，去
年中国电影总票房仍然达到 217.69
亿元，其中国产票房占比为58.65％，
而且在60部电影票房过亿元的影片
中，国产片占到了33部。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樊曦、钱春弦）
中国民用航空局10日发布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全
行业共完成运输飞行363.4万小时、160.4万架次，同比
分别增长 10.3％和 9.4％。其中旅客运输量 1.86 亿人
次，同比增长10.7％；货邮运输量278.8万吨，同比增
长6％。

民航局局长李家祥要求，加快推进专业技术人员
以及管理人员“黑名单”制度建设，使安全意识淡
薄、安全记录不好的人员在民航没有立足之地。全力
完成贵阳等地区的空域优化工作，完成沪兰、中韩大
容量通道建设。

7 月 11 日，是第 25 个世界人口日。今年世界人口
日的主题是“投资于年轻人”，我国主题是“弘扬婚育
新风，共创健康幸福生活”。国家卫生计生委7月10日
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单独两孩政策推进实
施落实情况，发布婚育新风信息。

1100多万对夫妇中27.16万对申请

国家卫生计生委计划生育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
介绍，目前，除西藏、新疆外，29个省 （区、市） 已
依法启动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其中，浙江省于今年1
月 17日启动实施，是全国最早的省份，最晚实施的是
河南省。全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现有 1100
多万对，截至 5 月 31 日，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
有 27.16 万对，已批准的有 24.13 万对。总体看，单独
两孩政策进展平稳，不会出现婴儿潮。

“从我省正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的实际情况
看，群众选择再生育行为较为理性，今年实际出生人
口数比我们预测的少很多。” 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王国敬说，“截至 5月底，全省单独夫妇再生育申请
受理 4.73 万例，已审批 4.31 万例。年底前出生人数约
为2万左右，远低于预测的8万人。”“30岁-34岁的单
独夫妇是‘再生一个’的主要群体。”王国敬介绍。

“眼下，北京等大城市孕产妇‘一床难求’现象十
分突出，这与单独两孩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杨文庄表
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前，大医院产床紧张问题已存
在多年，一方面与孕产妇就诊“扎堆”大医院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我国迎来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1985—
1991年出生人群进入生育高峰期有关。

建立出生人口分级监测预警机制

但是，单独两孩政策启动实施后，出生人口数量
将有所增加，对大中城市的妇幼健康服务数量、质量
及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带来挑战。为此，国家卫生计
生委近日印发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妇幼健康服务工作
的指导意见》，加强妇幼资源建设。

杨文庄介绍，各地按照 《通知》 要求，迅速开展
妇幼资源调查，及时调整扩充服务资源，加强高危孕

产妇和新生儿管理，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加强专
业技能培训，密切监测服务需求变化，动态公布产科
床位使用情况，引导群众合理有效就诊等。国家卫生
计生委将2014年确定为“全国妇幼健康服务年”，规范
妇幼保健服务，强化产科服务质量。

各地还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再生育审批
提速提质。一是简化再生育审批程序，精简办事所需
的材料，缩短时间。二是大力推进办证承诺制，对流
动的育龄夫妇信息核实比较难、独生子女身份界定比
较难等特殊情况，依据当事人的承诺为其办理相关的
生育服务证件的登记服务审批。三是启动婚育证明的
电子化试点，积极推行网上办证。

标本兼治出生性别比失衡

以往对农村实施一孩半政策的地区调查显示，二
孩以上孩次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更为严重。
近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现象又出现“寄血验子”新
手段。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中，如何进一步防范出生人
口性别比失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一直偏高，
尽管 2009 年开始出现拐点，近 5 年呈持续下降趋势，
但是降幅有限，2013年仍达117.6，偏离正常值10多个
点。”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专家组组长、南开大学教授
原新说，持续 30余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我国已累计
多出生了 2400 万—3400 万男孩，不仅造成“婚姻挤
压”，更威胁人口生态安全。

本报北京7月10日电（记者张
贺）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天发布

《2013 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数据显示，我国新闻出版业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18246.4亿元，较2012
年增加1611.1亿元，增长9.7%。

《报告》 指出，2013 年我国报纸
产业的收入与利润双双大幅下降。报
纸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776.7 亿元，减
少 85.7 亿元，降低 8.9%；利润总额
87.7 亿 元 ，减 少 11.6 亿 元 ，降 低

11.7%。反映出数字化阅读进一步普
及、信息传播与获取方式深刻改变对
报纸出版的冲击进一步显现。

2013 年，全国共出版图书 44.4
万种，较 2012 年增加 3.0 万种，增长
7.4%；图书品种增速回落 4.7 个百分
点。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2540.4亿
元，较 2012 年增加 604.9 亿元，增长
31.3%，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 13.9%，
反映出新型数字化内容服务在新闻
出版业数字化转型中发力迅猛。

1978年12月26日，首都机场。冬夜里，52
名中国公派赴美留学人员乘坐的飞机轰鸣着飞
向大洋彼岸。来年 2月，8名美国人也在这里走
下舷梯，开始他们在华的留学生涯。

从此，中美互派留学人员的大幕再也没有降
下。35 年间，我国 146 万余人赴美留学，其中 10.1
万为国家公派。同时，22万多名美国人来华学习。

10 日，作为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的配套活动，“中美留学35年”活动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沟通中外，承载未来。”国家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刘京辉如是评论留学事业
的意义。

人才辈出 群星灿烂

“绝大的惊喜。”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柳
百成仍记得成为首批公派赴美留学人员那一刻
的心情。

从当时 52 人“破冰之旅”至今，富布莱特
项目、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中美
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等相继为我国培养大批
人才，柳百成、吴葆祯、朱清时、陈东敏、楼
宇庆、张朝阳等，一系列名单星光熠熠……

数据是更为直观的证据。35 年间，留美回
国人员中，289人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68人成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985高校中，21位担任书
记或校长；489位留美学人入选“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836位留美人员入选“青年千人计划”。

刘京辉介绍说：“1996年至今，公派留学生
按期回归率在98%以上。”

从涓涓细流到留学洪流

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需要
大量人才支持。“因此，在初始阶段，国家选拔
的留学人员集中在理科、工科等领域。”教育部
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岑建君说。

随着富布莱特项目的重启，中美两国的人
才培养和交流扩大到人文社科领域。1985 年
起，中美每年分别派出约 20 位人文社科专业的
学者和学生到对方高校或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攻读学位。

1996年6月，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
成立，留学人员选拔和管理被纳入法制化轨
道。截至 2014年，基金委的 4000多位专家组成
评审委员会，选拔并向美派出 5.9 万名留学人
员。在公派留学的步伐日益加快的同时，自费
留学已势不可挡。

1981年 12月，“托福”考试在我国首次举行。
今天，“托福”几乎是所有自费赴美留学生的必经
之路。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

为两国人民友谊而来

“我们不仅是为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而来，
也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35 年前，纽约。52 名赴美留学人员对在机场
等候多时的美国记者发表了这番声明。从此，“友
谊”成为双方留学人员交流不可缺少的主题词。

“到中国怕不怕？”首批赴华留学人员之一

韩诚在出发前被记者问道。这个 25 岁的美国小
伙子虽然“从未料到会到中国学习”，但仍对两
国的友谊抱有信心：“中国政府和人民会很好地
照顾我们。”

而后的岁月中，他在中国娶妻生子，参与
长城饭店、北京吉普等重要合作项目的谈判，
帮助第一批中国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真正见
证和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据统计，35 年来，22 万多名来华留学的美
国人中，5716 人获得中国政府资助。到 2014 年
底，美国推动的“十万强”项目将完成5年内10
万美国学生留学中国的目标。目前，美国连续6
年保持中国第二大国际学生来源国的地位。

（据新华社北京7月 10日电 记者施雨岑
刘华）

符合再生育政策夫妇近2.5%申请
本报记者 李晓宏

单独两孩政策 29省区市启动 不会现婴儿潮

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137亿元
国产片市场份额降至50％以下

上半年中国电影票房137亿元
国产片市场份额降至50％以下

去年我新闻出版业收入1.8万亿

7 月 10 日 ，
首届吉林省农民
文化节在吉林省
农安县合隆镇正
式启动，全省各
地农村将陆续举
办一系列丰富多
彩 的 文 化 活 动 ，
内容包括开展文
艺节目巡演、电
影展映、农民美
术摄影艺术品展
览等。

图 为 演 员 在
文艺巡演上表演
舞蹈。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留美归来 357人荣膺院士
——中美互派留学人员35年综述

我在马来西亚被绑架公民获释

中国上半年

航空客运1.86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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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客运1.86亿人次

7月10日，由东方航空公司执飞的黑龙江边境口岸
城市黑河经停哈尔滨至上海的往返航班开通。图为班
机在黑河机场等待旅客登机。

邱齐龙摄 （新华社发）

黑河—哈尔滨—上海

往返航班开通

云南：奇石美玉争艳

7月10日，2014中国昆明泛亚石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来自中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名客商齐聚春城，共赏奇
石美玉。图为一名顾客仔细观看一块来自缅甸的翡翠原石。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6 月 19 日，天津外国语大学举行 2014 届学
生毕业典礼，来自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留学
生，同中国学生一起迎来毕业季。

游思行摄 （新华社发）

吉林吉林：：农民文化节启动农民文化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