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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多地迎來一年中最美的時節。甘肅省敦煌
市莫高鎮胡楊林盡染秋色，遊客在林中遊玩（上圖）；
湖北省保康縣官山茶場院內的古銀杏樹葉變黃，落葉給
地面鋪上了一層「黃金毯」，兩名小朋友銀杏樹下玩耍
（下圖）。 ■新華社
中國熊貓金幣發行35周年紀念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將
於本月底陸續發行2018版熊貓金銀紀念幣一套12枚，其
中熊貓普製金銀紀念幣6枚（10月30日發行）、熊貓精
製金銀紀念幣6枚（12月8日發行）。 ■北京晚報
山水自然保護中心三江源項目主任趙翔透露，目前三

江源地區雪豹數量在1,000隻以上，是全球雪豹連片分佈
最為集中的地區。雪豹素有「高海拔生態系統健康與否
的氣壓計」之稱，1996年《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將其
列為瀕危物種。中國是全球雪豹最大分佈國。 ■中新社

中國科考船新建數量冠全球

中國成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國
實現無一個孩子因家貧輟學 2049年將引領世界教育發展

國際中醫藥專病診療指南首發

新聞 速遞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科技日報》
及澎湃新聞網報道：中國科考船的設計建造已
從跟隨走到了世界引領的黃金期，新建、在建
數量均居世界首位。據悉，截至今年8月，中
國正在設計或建造的海洋科考船約10艘。中國
船舶工業集團公司七○八研究所總工程師黃蔚
說，不只是數量的提升，中國新建的科考船在
性能等方面也進入第一梯隊，逐步努力引領發
展，正在從改裝到專業新建，從近海到深海、
遠洋、極地的進程中逐步邁進。
認識海洋、經略海洋，需要具備對海洋觀
測、探測及預測的能力。
上海市船舶與海洋工程學會理事長邢文華

表示，海洋科學考察船作為海洋探測與研究
的重要平台，是海洋能力建設的關鍵組成部

分，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

「一帶一路」增加需求
中國國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長曲探宙表示，

目前，中國加入國家海洋調查船隊，具備海
洋、遠洋調查能力的船舶已達50艘。伴隨
「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要滿足全球化海
洋調查常態化、業務化和廣泛開展海洋調查
國際合作的需求，這些船舶數量和功能還遠
遠不夠。
黃蔚亦表示，預計海洋調查船的需求量將

呈現序列化的發展趨勢，而不是點狀發展。
未來，中國要構建全海域、全水深、全天候
的專業、高效、智能、綠色的海洋科考裝備
體系。

據悉，中國第一艘滿足最新極地規則的極
地科考破冰船「雪龍2」號將在2019年正式
服役。該船具備雙向破冰能力，能加大南北
兩極科考作業的時間窗口，同時增加智能船
體和智能機艙設計，以應對南北兩極惡劣環
境的挑戰。

首艘遠洋漁調船下月出征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中國第一艘遠洋漁業

資源調查船「淞航號」目前已順利完成試
航，將於下月8日出征南海。船上配備世界最
先進的漁撈設備、科考系統設備和實驗室，
總值達8,000萬元人民幣，可適應不同漁業資
源生物學特性的調查，為開展不同漁具漁法
研究提供基礎保障。

■「雪龍號」是中國唯一能在極地破冰前行的船
隻，已先後31次赴南極。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第十四屆世界中醫
藥大會正在泰國首都曼谷舉行。大會日前審議通過
了第一部國際中醫藥專病診療指南《國際中醫藥糖
尿病診療指南》，為中國在中醫專病治療領域掌握
國際話語權走出堅實的一步。
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世界中聯）秘書長桑濱
生說，這一指南的制定是中醫藥國際標準化建設的
具體行動。世界中聯自2003年成立以來，已經發佈
了8部中醫藥國際組織標準，但專病診療指南是首
次發佈。
據悉，這一指南由世界中聯立項，內分泌專業委

員會承擔，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仝小林主
持，國內外中醫學術團體糖尿病專家共同參與制
定。
仝小林說，中醫藥在糖尿病前期干預、糖尿病多
種代謝紊亂的綜合調控以及併發症治療方面具有很
強的優勢。這一診療指南是半個世紀以來海內外糖
尿病中醫藥研究成果的結晶，在《糖尿病中醫防治
指南》、《糖尿病中醫防治標準（草案）》及《糖
尿病中醫藥臨床循證實踐指南》的基礎上，經過近
10年論證、實踐制定而成，獲得國內外專家廣泛共
識。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多國科學家日前同步舉行發佈會宣
佈人類直接探測到來自雙中子星合
併的引力波，並同時「看到」其發
出的電磁信號，自此開啟通過監測
引力波探索天體奧秘的新時代。據
了解，中國第一個地面原初引力波
探測站即將竣工，將於2019年正式
投入使用，這也是北半球首個地面
原初引力波探測站。
引力波探測「阿里計劃」項目常

務副經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員李虹透露，目前由高能
所牽頭，中國多家科研院所和大學
參與的阿里原初引力波探測計劃將
在中國西藏阿里地區海拔5,250米的
觀測站開展對原初引力波的探測。
因計劃的一號望遠鏡在2019年底研
製完成，該觀測站將於2019年真正
投入使用，並將通過一到兩年的觀
測，給出對原初引力波精確的測
量。

中國原初引力波探測站後年啟用

中國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22日表示，近五年
來，中國教育上了一個大台階，人們的需求也發生質量
型的轉型。對此，他強調要加快教育現代化；要發展素
質教育，推進教育公平。
他說，到2020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要從現在的
77.4%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佔比要從現在的約60%多
佔到80%以上。義務教育階段「大班額」必須完全消
除；高中階段毛入學率要達90%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學
率要從現在的42.7%達到50%，即，高等教育基本普
及。 ■中新社

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黨組書記、部長尹蔚民22
日在記者會上說，中國五年創造了超過6,500萬就業崗
位，解決了2,790多萬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問題，解決
了880多萬城鎮困難人員的就業問題。尤其是，在這兩年
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當中，穩妥地安置了近百萬職工。
尹蔚民表示，過去五年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建立
統一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社
會保障安全網，養老保險覆蓋了超過9億人，覆蓋率超
過90%；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月平均水平已超2,300
元（人民幣，下同），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水平已超
120元；醫療保險覆蓋已超13億人，全民醫保已實現。

■中新社

中國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李斌
22日表示，不讓健康問題成為民眾奔小康的「攔路
虎」。她介紹，到2016年底，中國的醫療衛生機構發展
到98萬個，醫療衛生人員已達到1,100多萬人。覆蓋城
鄉的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基本建成，居民的就醫可及
性和方便程度提高。
她表示，目前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已覆蓋了4.3億人。個
人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的比重從醫改前2008年40.4%
下降到30%以下，是近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中新社

「當你在生活中越來越
多接觸到來自中國的產品
和中國人，而它又那麼遙

遠，定會對它產生濃厚興趣。」來自牙買加《集
錦報》的高級記者史蒂文．塔克遜一邊笑着從口
袋裡掏出中國品牌手機，一邊說他此行來中國採
訪，就是想尋找中國成功發展的「密碼」。

此次採訪中共十九大的外國記者，不少都
抱着同樣想法，希望能把幫助自己國家發展
的「中國方案」採集回去。

「中國方案」成為這次黨代會上的熱詞。

十九大報告中提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
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
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記
者觀察，這大概是黨代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到
「中國方案」，把中國願與世界共享發展、
願為他國提供經驗和幫助的誠意還有雄心，
都鮮明地傳遞出來。

「中國方案」之所以被追捧，或許正因
為，中國向世界傳遞的信息中最關鍵一條便
是「發展」。這是中國從自身崛起經驗中淬
煉出的精華，發展能使中國走向成功，也能

幫助世界上更多貧窮落後地區走向成功。不
僅如此，「中國方案」也希望為全球秩序提
供「中國智慧」。

經歷了全球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在國際舞
台上提出以義為利、合作雙贏、命運共同體
等互惠思想，傳達共享發展的國際新思維。
正如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寧吉喆所說，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是世界利益的共同點。中國
為世界提供一種「中國方案」，供世界其他
國家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借鑒。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採訪「十九大」採集「中國方案」

陳寶生說，過去五年中國教育取得了系
統性、全局性進展。五年來，中國用

於教育的投入突破了3萬億元，正邁向4萬
億元大關；自2012年起國家的教育投入一
直堅持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4%。
目前有90%以上的殘疾兒童享有受教育

的機會，80%以上的孩子在流入地公辦學
校就學和在流入地參加高考。2017年，農
民工子女在當地參加高考，報名人數達15
萬人，是五年前的36.5倍。「沒有一個孩
子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目標基本實現，這
也是了不起的成就。」陳寶生說。

在逾140國推動漢語教學
陳寶生認為，過去五年是中國教育國際

影響力不斷加強的五年。如今，已有180
多個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建立教育合作關
係，47個國家和地區與中國簽訂學歷學位
互認協議；在140多個國家建立了516所孔
子學院，1,000多所中小學課堂，對漢語教
學、中華文化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
國已成世界第三、亞洲最大留學目的地
國。

為世界教育提供中國方案
陳寶生還展望，2049年，中國教育將穩

穩地站立在世界中心，引領世界教育發
展，到那個時候，中國的標準將成為世界
的標準。他展望，屆時中國將成為世界上
人們最嚮往的留學目的地，將有各國願意
和中華文化實現交流融合、學習交流中國
發展經驗的有知識的學生、老師來中國交
流，並在交流中實現共同進步。世界教育
發展的規則，中國將有更大的發言權，並
為世界教育提供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
國的教材、包括漢語拼音的教材也將走向
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中國

之聲報道，十九大新聞中心22日

舉行以「滿足人民新期待，保障改

善民生」為主題的記者招待會。中

國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在

會上介紹，十八大這五年，是人民

對教育獲得感不斷增強的五年，沒

有一個孩子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目

標基本實現。另外，中國每年用於

教育的投入已突破3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正邁向 4萬億元大

關。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最

大留學目的地國。他還暢想，到

2049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令

人嚮往的留學目的地。

五年來教育亮點

中國住建部黨組書記、部長王蒙徽表示，住房保障成
就顯著，五年來棚戶區改造大力推進，有6,000多萬棚戶
區居民出棚進樓，1,900多萬住房困難的群眾住進了公租
房。
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中國商品房
銷售增速平穩回落，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得到有效抑制。
今後將堅持調控目標不動搖、力度不鬆勁，並加快建立
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
城建方面，他表示，城市環境更加生態宜居。五年
來，中國新增城市道路5.54萬公里、軌道交通1,600多公
里，城鎮污水處理率達到92.5%。海綿城市建設正有序
推進，地下管廊建設已建成廊體1,600多公里，城市基礎
設施建設取得了明顯進展。 ■中新社

■具鮮明中國特色
堅持和加強黨對教育工作的領導，引

導學生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
家觀和文化觀。

■教育現代化加速推進
5年教育投入突破3萬億元人民幣，堅

持佔GDP的4%。
各級各類學校互聯網接入超90%，培

養輸送近八千萬高校和中職畢業生，教
育系統取得的重大科研成果獲國家三大
獎的比例，穩定在2/3以上。

■人民對教育獲得感不斷增強
沒有一個孩子因家庭困難而輟學的目

標基本實現。
超90%殘疾兒童享受教育機會，超

80%農民工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公辦學校
就學、參加高考，2017年農民工子女在

當地參加高考報名15萬人，為五年前的
36.5倍；建立起從幼兒園到大學、覆蓋
各學段的資助體系。

■教育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強
中國現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最大的

留學目的地國。
與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教育合作

關係，與47個國家和地區學歷學位互
認，在140多個國家建立516所孔子學
院，1,000多所中小學課堂，有助於漢語
教學、中華文化的傳播。

■教育改革不斷深化
一批標誌性引領性的教育改革方案已

出台，教育新體制四樑八柱搭建起來。
上海、浙江今年落地高考招生制度改

革，經評估獲得了成功，到2020年，將
建立中國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體系。

2020年基本普及高等教育

五年已創造逾6,500萬崗位

6,000萬棚戶居民出棚進樓

不讓健康成奔小康「攔路虎」

■■在北京在北京的海外留學生拍漢服畢業照的海外留學生拍漢服畢業照。。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北京語言大學海外留學生參加畢業禮北京語言大學海外留學生參加畢業禮。。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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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新聞中心十九大新聞中心2222日邀請教育部日邀請教育部、、民政民政
部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住住建建部部、、國家國家
衛生計生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滿足人民新期衛生計生委相關負責人介紹滿足人民新期
待待，，保障改善民生有關情況保障改善民生有關情況。。 中新社中新社

■■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全球首家孔子學院20042004年首爾成立年首爾成立。。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