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18年2月1日 星期四
责编：陈劲松 彭训文 邮箱：dieryw@sina.com

据新华社北京1月31日电（记者王思北、施雨岑） 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31 日在京发布第 41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7.72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占
比97.5%。去年，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7小时，比
2016年提高0.6个小时。

报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4.1个百分点。
全年共计新增网民 4074 万人，增长率为 5.6%。手机网民
规模达 7.53 亿，较 2016 年底增加 5734 万人。与此同时，
使用电视上网的网民比例达 28.2%；台式电脑、笔记本电
脑、平板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
人上网设备的使用。

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
人均周上网27小时

1月3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请发改委、交通部等 7部门相
关负责人介绍 2018 年春运形势和工作
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

中国春运历来被称为“人类最大规
模的周期性迁徙”。据介绍，今年春运
预计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 29.8 亿人
次，与去年基本持平。但客运结构发生
变 化 ， 铁 路 、 民 航 分 别 增 长 8.8% 和
10%，道路下降 1.6%，道路客运首次出
现负增长。

双向用力破解“一票难求”

全力增加运力供给，同时改善购票
体验，有关部门正在这两方面积极用
力，确保今年春运群众“走得了”也

“走得好”。
在铁路方面，中国铁路总公司副总

经理李文新表示，在每天开行固定旅客
列车 3819 对的基础上，节前节后又分
别增开旅客列车 576 对和 665 对，每天
可增加运力 150万人左右。此外，春运
前开通的西成高铁、渝贵铁路、兰渝铁
路三条大能力通道，极大缓解了西部地
区的春运压力，仅广深地区往成渝地区
的运力增幅就可达到 40%以上。“今年
春运，蜀道不再难。”李文新说。

中国铁路总公司也升级扩容了售票
系统，12306 系统日售票能力从 1000 万
张提升至 1500 万张。同时，还运用大数
据分析开展贫困地区精准售票服务。据
李文新介绍，这项措施是今年第一次推
出，目前为止，已经售出1400多万张票。

在道路方面，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
小明表示，要鼓励并规范顺风车、城际

拼车等新业态新模式参与春运，充分利
用社会运力资源，提高运输能力。同
时，今年春运全国不少于95%的公路二
级以上客运站已实现联网售票，让广大
旅客可以提前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

信用建设维护春运秩序

近日，部分旅客扒阻高铁车门事
件，又将交通运输领域的信用建设问题
推到了风口浪尖。

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
良介绍说，春运是交通运输领域信用建
设的重中之重，相关部门已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连维良概括为“一个监督、两

个突出、三个建设”。
“一个监督”指多部门联合建立的

“诚信春运公众监督平台”。广大旅客可
以通过手机扫码进入到这个平台，把发
现的客运服务存在的问题反映到平台上
来，把遇到的好人好事、优质服务反映
到平台上来，把遇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
不文明现象反映到平台上来。“监督平
台”由多部门联动，对于旅客反映的问
题，相关部门会及时反馈并采取措施加
以解决。

“两个突出”是突出守信联合激励
和失信联合惩戒。“三个信用建设”是
加强对客运服务企业的诚信建设，加强

对司乘人员的信用建设，和加强对旅客
的诚信建设。

连维良表示，对于失信旅客，铁
路、民航等会把其失信行为纳入信用记
录，这些信用记录将被推送给相关社会
征信机构，影响旅客的各种信用分，严
重的还将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

紧急部署力助台胞返乡

有澳门记者提问，该如何看待台湾
当局阻挠东航和厦航加班包机一事，大
陆交通运输部门将有何后续措施？

对此，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表示，这
是两岸春节包机自 2003 年开通以来首
次受阻，台湾当局的行为完全是无理的。

“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实质上
问题并不在于 503航路是否安全，而是
台湾当局某些人心理上不够健康。”王志
清说，“我们也希望台湾当局能够顺应民
意，改弦易辙，尽快取消错误的做法。”

关于后续措施，王志清介绍说，目
前民航局已进行了紧急部署。第一，要
求航空公司做好信息告知以及机票的退
改签服务工作，并且全部是免费的退改
签。第二，及时调整航班计划，尽力协
助台胞通过其他城市或通过“小三通”
等其他交通方式进行中转。第三，要求
相关机场针对台胞返乡提供自助值机、
温馨提示等便利性服务措施，全力配合
各航空公司做好疏解和现场服务的保障
工作。

同时刘小明补充道，目前交通运输
部正积极督促指导相关省市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协调从事两岸海上客运的有关船
运公司为台湾同胞春节返乡提供便利。

7部门介绍春运形势和工作安排

“人类最大规模周期性迁徙”开始
本报记者 严 冰 韩维正

1月31日，济南西站工作人员在车厢内合影，为春运做宣传准备工作。
唐 克摄 （新华社发）

1月31日，济南西站工作人员在车厢内合影，为春运做宣传准备工作。
唐 克摄 （新华社发）

1 月 30 日，由
法国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与巴黎近郊的
加尔什市共同举办
的“丝绸之路摄影
展”在加尔什市开
幕。展出的40余幅
文化中心法国学员
的摄影作品，以独
特视角介绍了丝绸
之路参与国家民众
的 生 活 和 自 然 风
光。图为观众在观
看摄影展。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丝绸之路摄影展丝绸之路摄影展
法国开幕法国开幕

本报电（夏远祥） 2月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济南印
点在中闻集团山东印务有限公司正式设立，广大山东读
者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时效性将大大提高。这是继北
京、上海、广州、郑州、西安、青岛等国内多个印点
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全国开设的又一个印点。

截至2017年底，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行至86个国家和
地区，海外综合发行量达126万份。为进一步提高人民日
报海外版在全球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向国内地方党
委、政府、外宣等有关部门更好地介绍外宣工作重点和
海外读者需求，人民日报海外版扩大在国内的发行，经
各方共同努力，国内发行量实现翻番。同时，人民日报
海外版在山东的发行工作得到山东省委、省政府和人民
日报社山东分社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山东省邮发数
较往年有较大幅度提升。

本报北京1月31日电（记者陆娅楠） 国家统计局日
前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2017 年，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 75187.1亿元，比上年增长 21%，增速比
2016年加快 12.5个百分点，是 2012年以来增速最高的一
年。

从行业看，大多数行业利润增加。2017年，在 41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37个行业利润比上年增加，比上年多8
个行业。采矿业利润由降转升。制造业利润增长提速。
新经济利润快速增长。2017 年，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
20.3%，增速高于其他的制造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主
要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去产能、降成
本等政策措施有效落实，新动能加快成长，结构调整、
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企业生产经营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2017年工业利润创5年来新高

人民日报海外版济南印点开印

“红月亮”是个“超级蓝月亮”

1 月 31 日，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中国体
育代表团成立暨动员
大会在北京举行。本
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共获得82个参赛
资格。

图为中国体育代
表团成员在大会上唱
国歌。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成立平昌冬奥会中国代表团成立

本报长沙1月 31日电 （记者周
立耘） 今天，由中央文明办在湖南长
沙举行的2018年1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仪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
交流活动中，多次义务献血的长沙公
交车司机袁亮坤与来自全国各地的
107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
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
光荣上榜。

荣登榜上的还有开办爱心粥屋提
供免费早餐的退休教师史春荣，上班
途中紧急施救心脏病突发老人的“90

后”女孩吴一帆，在内地诚信开店 15
载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新疆好小伙阿卜
杜拉·吾拉西木，在车辆事故救援中
为救他人不幸牺牲的 21 岁消防战士
鲁信等，他们的事迹被新闻媒体广泛宣
传报道，受到广大网友热情关注点赞。

自 2008 年以来，中央文明办在
全国持续开展“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
人”活动，今年1月份以来，活动共
收到网民举荐的好人好事线索230万
余件，网友点赞评议889万，活动页
面浏览量超过4170万人次。

2018年1月中国好人榜发布2018年1月中国好人榜发布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记者白洁、孙奕、王卓伦） 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1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
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
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

李克强表示，中英关系多年来
一直走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
列 。 习 近 平 主 席 2015 年 成 功 访
英，两国宣布构建面向 21 世纪全
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前国际形
势下，中方一如既往重视英国和中英
关系，相信中英关系保持良好稳定发
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有利于促进地
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李克强指出，当前中英都处于
各自发展的关键时期，双方互补优
势明显，全方位互利合作前景广
阔。要把握机遇，相向而行，共同
推动中英之间的“黄金关系”在新
的历史方位上加速前行。

——相互尊重，巩固政治互

信。密切高层往来，深化战略共
识，发挥总理年度会晤以及有关高
层对话机制顶层设计作用，规划引
领各领域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尊
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
处理分歧。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
双向开放。加强“一带一路”、核
电、高铁、金融、高技术贸易、第
三方市场等领域合作，扩大双向投
资，提升高技术产品在双边贸易中
的比重，打造新动能合作增长点。
中方同意加快“沪伦通”准备工
作，愿适时审视启动时间安排。

——不断完善中英“大人文”
交流格局，密切双向人员往来。加
强教育、文化、科技、旅游、地
方、青年合作与交流，夯实两国关
系的人文基础。

李克强强调，中英同为世界重
要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

国，都是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的坚定支持者。中方愿
同英方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
等多边框架下的交流合作，加强在
国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引领
推动构建创新、开放、联动、包容
的世界经济，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贡献力量。

特雷莎·梅表示，习近平主席
成功访英开启了两国关系的“黄金
时代”。我同总理先生保持着密切
的通信，欢迎总理先生访问英国并
举行新一轮英中总理会晤。我愿利
用此访进一步提升进入“黄金时
代”的英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
国经济高度互补，双边经贸投资保
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我此访带
来了阵容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双方
将签署一系列经贸协议，这符合两
国及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英中两
国都支持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英方愿同中方推进“一带一
路”合作，探索在创新、金融、保
护知识产权、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
作。英方欢迎中国扩大对英投资，
赞赏中方愿审视启动“沪伦通”的
时间安排。人文交流是英中关系的
重要纽带，我访问武汉期间看到两国
留学生交流日益密切，相信中英双方
年轻人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将为
两国关系未来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两国总理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
北大厅为特雷莎·梅举行欢迎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等参加。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
经贸、金融、航空、海关、卫生、
检验检疫、智慧城市等领域多项双
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当日下午，两国总理共同会见
记者并回答提问。

李克强同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时强调

推动中英关系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速前行
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同特雷莎·梅举行中英总理年度会晤时强调

推动中英关系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加速前行
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本报南京1月31日电（记者姚雪青） 31日是农历腊
月十五，一轮“红月亮”现身天宇，夜空152年来首次出
现“超级蓝血月全食”。

“红月亮”指人们用肉眼可以看到红色调的月亮，
“蓝月亮”指一个月中出现两次满月，第二次满月就被赋
予了一个浪漫的名字“蓝月亮”。（紫金山天文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