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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

杨绛先生生前财产悉数捐赠国家
根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27 日上午发出的讣
告，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
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
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
执行人。杨绛先生遗体 27 日在京火化。遵照杨绛先生遗
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
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季康（笔名：
杨绛）先生，以 105 岁高龄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 1 时 10 分与世长辞。

二战老爷机纽约坠落 飞行员遇难
美国一架二战“老爷机”27 日晚坠入纽约州与新泽西州之间的哈得孙河，56 岁的飞行员威廉·戈登遇
难。这架 P－47 型“雷电”式单座战斗机由位于纽约州长岛法明代尔共和机场的美国空中力量博物馆保
存，原定参加本周末举行的一场飞行表演，庆祝 P－47 战机服役 75 周年。救援人员说，飞机坠落前发动机
出现故障。一名目击者说，看到那架飞机作了个类似掉头的动作，随后机身开始冒烟并下落，还以为是特
技表演。

上海近 1/4 成人吸烟 市民支持室内全面无烟
29 日出炉的 2015 年上海市成人烟草流行监测数据显示：上海 15 到 69 岁成人吸烟率为 23.3%；男性吸烟
率为 46.8%，女性吸烟率为 2.0%。值得关注的是，舆情调查中对于上海如果制订“室内全面无烟”的法律，高
达 94%的被调查者选择理解和遵守。对于上海本次控烟修法中的焦点问题，即是否在机场、火车站取消吸烟
室，
调查者 78%选择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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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习近平：
加强老龄科研搞好顶层设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 27 日下午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形势
和对策举行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指出，要加强老龄科学研究，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搞好顶层
设计，要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配套政策法规，要建立老
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要着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和
老龄产业，要着力健全老龄工作体制机制。

省市政府获授权
保障 G20 峰会可采取临时措施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G20杭州峰会）倒
计时 100 天之际，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 27 日通过决定，在峰会筹备、举办期间及延后期限内，省
及设区的市政府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和影响，在采取常规
管理措施尚不能满足保障峰会圆满顺利举办的各项要求的
情况下，可以根据必要、适度的原则，通过规章或者决定的
形式在公共安全、社会治安、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环境保护
等领域规定临时性行政措施，并组织实施。9 月 4 日至 5
日，
G20 杭州峰会将在杭州市举行。

全国开展药品价格专项检查

记者日前从浙江大学了解到，浙江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用鸡蛋清和可降解金属制造出一种可
被人体体液溶解、吸收的忆阻器。这种电子器件将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发挥作用。研究人员表示，忆阻器
被植入到人体内后，可以执行体征监测、疾病预警、伤口愈合跟踪，并能够将信息无线地传送给医生或患者，
以便于采取后续措施。实验证实，可降解忆阻器可读写数百次，在干燥情况下，信息可储存 3 个月。而当忆
阻器放入水中或人体体液中时，
整个器件在 3 天时间内就几乎完全溶解。

记者 27 日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今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药品价格专
项检查工作。重点检查价格出现异常波动的原料药、药品
品种，集中力量解决群众和企业反映强烈的问题。据介绍，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药品采购机
构以及相关行业协会的价格行为。

66 种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 目标是 300 种

京津冀将推动信用体系互联互通

欧洲药典中药委员会主席葛哈德·法兰兹 29 日在杭州“中医的未来”国际峰会上表示，截至 2016 年 5 月，
已有 66 种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未来的目标是把中医最常使用的至少 300 种中药材纳入欧洲药典。目前已
进入欧洲药典的中药包括人参、陈皮、白术、大黄、水红花子、虎杖、三七等 66 种，占欧洲药典里 184 种草药数
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葛哈德·法兰兹介绍，每一味中药材进入欧洲药典都需要经过严格检测论证，欧洲药典
37 个成员国中若有一个国家对某种药材提出疑问，都无法成功入典。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霍学文 28 日表示，将推动
京津冀三地信用体系的互联互通和资格互认，北京市将承
认在天津、河北得到评估评价的企业信用，使得在三地发展
的企业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霍学文还表示，要加强京津
冀金融局（办）之间的合作，建立京津冀防范金融风险定期
报告和沟通制度，推动提高区域法人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内
控水平的提升，增强金融市场主体风险防范的能力。

中英科学家研制出可被人体吸收的电子器件

日本欲出口“养老护理”产业
日本政府知情人士 29 日说，该国计划在今夏推出新项目，力争向中国和泰国等其他亚洲国家“出口”日
本养老护理服务，帮助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使护理业成为新的“摇钱树”。由日本内阁官房指导的这一新
项目试图通过政府间对话，寻求降低日本护理人员进入亚洲其他国家市场的限制，并通过鼓励借贷的方式
帮助日本护理机构进军海外。目前至少有约 50 家涉及护理业务的日本企业“正在或计划”向海外发展。

中国听力障碍人群 10 年间翻番
日前在 2016 北京国际听力学大会上，瑞士索诺瓦听力集团提出，将优化定制机助听器技术，为中国听障
用户定制隐形助听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听力障碍人群。据 2006 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
我国残疾性听力障碍人群达到 2780 万，而据麦科瑞听力语言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蒋涛估计，目前这个数字可
能已达 6000 万。

陕西 60 人被终身禁驾 肇事逃逸为主因
陕西省咸阳市交警部门日前公布了 60 名终身禁驾人员名单，这些人员将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
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据介绍，此次被终身禁驾的 60 名驾驶人均因 2013 年至 2016 年期间酒后造
成重大交通事故，
或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逃逸，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18 条人工繁育的成年扬子鳄同天放归大自然
29 日，位于安徽宣城的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 18 条人工繁育的成年扬子鳄放归大自然。据了解，
这是自 2014 年及 2015 年单次放归 12 条扬子鳄之后，单次野放数量再次刷新纪录。此次放归的扬子鳄被投
放于宣城市郎溪县高井庙国有林场的扬子鳄野放区，18 条成年扬子鳄中雄鳄 5 条，雌鳄 13 条，至此，成功放
归自然的扬子鳄总数已达 96 条。

管教“熊孩子” 狠心扔山中
日本一对父母为了管教 7 岁的“熊孩子”，把儿子留在狗熊出没的大山里以示惩罚，不料等他们稍后返回
接孩子时，发现影踪全无。法新社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北海道，这对父母 29 日向警方坦承了实情。原来，
他们发现孩子不见时，当即傻眼，但担心遭遇指责乃至处罚，因此向警方谎称 28 日在山里远足采摘野菜时儿
子不慎走失。北海道警方发言人说，当地出动了超过 150 名警察和搜救人员，连续两天在山中搜寻这名儿
童，
但截至 29 日尚未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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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桂铁路全线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30 日上午，铺轨机顺利到达革命老区丘北县普者黑，
标志着广西百色至云南普者黑正线 562 公里双线铺通，为
年底云桂铁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云桂铁路是我
国艰险山区地形地质条件极其复杂的一条铁路干线，全长
707.23 公里，东起广西南宁，西至云南昆明，2015 年 12 月 11
日，云桂铁路南宁至百色段已实现开通运营。据介绍，百
色至普者黑段全长 281 公里，隧道 80 座、桥梁 85 座，桥隧比
例高达 87.3%，施工线路多为千分之十五以上大坡度，落差
达 1435 米。通车后，从昆明到南宁的行车时间将由 12 小
时缩短为 5 小时左右，并与沪昆、渝昆、昆玉、南昆、南广高
铁相连。

英国房价 10 年平均上涨 52%
英国一家保险公司 27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2005 年至
2015 年，英国平均房价上涨 52%，与此同时，英国 21 至 34 岁
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人数同期也增加了 32%，至 280 万，占
这个年龄段总人数的 23%。然而，英国人平均工资在这一
时段只增加了 14%。报告称，假设房价再这样继续上涨，英
国在 2025 年将会有 380 万 21 至 34 岁年轻人与父母居住。
报告发现，在成年孩子与父母同住的家庭里有 70%从来没
有搬出去独住，9%是重新搬回家以节省买房款，还有 10%
是在完成高等教育后回家与父母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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