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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总统说政治谈判
与打击恐怖主义缺一不可

新华社大马士革2月12日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12日报
道，叙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日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说，在解
决叙利亚危机方面，政治谈判与打击恐怖主义缺一不可。

巴沙尔在受访时说，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叙利亚政
府就主张进行政治谈判，然而谈判并不意味着停止打击恐
怖主义。政治谈判与打击恐怖主义可以分开进行，但都不
可或缺。

巴沙尔说，如果没有外部干涉，叙利亚问题能在不到一
年的时间里获得解决。然而，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得到外
部势力的支持，意味着解决叙危机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
付出沉重的代价。

巴沙尔说，叙政府军目前在10多条战线开展军事行动，
其中，在阿勒颇省的行动目的是切断当地武装分子与土耳其
之间的补给线。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暂时中止，和谈重启时间
暂定为2月25日。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第四次外长会12日
凌晨在德国慕尼黑结束，会议在向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暂
停敌对行动和重启和谈等方面取得进展。

联合国推出电子图书馆
新华社联合国2月12日电 联合国出版部门12日宣布

推出联合国电子图书馆。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当天在例行发布会上介

绍说，目前，这一电子图书馆包括联合国出版物、期刊等，内
容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气候变化、
国际法、治理、公共卫生、统计数字等。

电子图书馆将是获取联合国秘书处及其他部门出版物
和数据的一站式平台。点开电子图书馆网站，可看到《森林
产品年度市场回顾2014-2015》《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院规
约》《联合国裁军年鉴2014》等出版物，点击后可分章节阅读
全文。机构用户也可注册订阅。

据介绍，目前电子图书馆网站上包括约750本英文出版
物和约250本联合国其他工作语言的出版物，即法文、西文、
俄文、中文和阿文出版物。预计今后每年还将增加500本左
右的新出版物。

美国在韩国增加部署
“爱国者”导弹系统

新华社首尔2月13日电 据韩联社13日报道，为应对
朝鲜导弹威胁，美国决定向韩国增加部署PAC-3型“爱国
者”导弹系统。

驻韩美军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国与韩国紧密合作，已向
韩国增加部署弹道导弹防御力量，此次部署“爱国者”导弹系
统是在韩美应急演习框架下进行的。

驻韩美军第8军司令官托马斯·汪达尔说，朝鲜持续
发展弹道导弹技术，韩美同盟有必要维持“有效和准备就
绪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在加强弹道导弹防御方面进
行持续紧密合作，是韩美同盟为增进亚太地区和平安全
的承诺。

韩国正致力于构建以PAC-3型导弹为主的导弹防御系
统。PAC-3型“爱国者”导弹被认为是韩军正在构建的“韩
国型防空导弹防御系统”的核心拦截工具。

朝鲜本月7日用远程火箭发射一颗卫星。韩国政府对
此表示谴责，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

澳大利亚总理宣布
改组内阁

新华社堪培拉2月13日电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
恩布尔13日宣布新内阁名单，增加了女性和年轻成员。

此次新内阁成员由原来的21名增加到22名，其中8人
是新任命的部长。11日刚刚成为澳大利亚国家党新党首的
巴纳比·乔伊斯将出任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农业部长。

在新内阁中，女性为6人，比上届增加1人。新内阁成员
将于18日向澳大利亚总督宣誓就职。

特恩布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内阁是一个充满活力
的团队，这个团队由后起之秀、经验丰富的前辈和有创新进
取心的同事组成，将专注澳大利亚的未来，鼓励创新和进取
精神。

近日，澳大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长安德鲁·罗布和副总理
沃伦·特拉斯相继宣布退出下一届联邦议会选举，并辞去相
关职务。为此，特恩布尔宣布改组内阁，为今年9月举行的
联邦议会选举做准备。

澳大利亚每3年举行一次联邦议会选举，赢得众议院多
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将获得执政权。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城镇化加速
推进。2016年的春节，新鲜事物焕发勃
勃生机、年俗亲情有坚守也有变迁。

“红包大战”除夕夜4.2亿人“抢”不
停、出境消费额预超900亿元、春节档电
影《美人鱼》上映4天票房破10亿元，猴
年伊始“猴气冲天”。与此同时，我们见
证人类首次探测到引力波，也心系遭受
地震的台湾同胞。

【红包大战】
超4.2亿人“抢”不停
莫冲淡团圆本意

除夕夜迎来“全民抢红包”高潮。数
据显示，除夕当日，微信红包参与人数达
4.2亿人，收发总量80.8亿个，3年狂增
505倍；春晚期间，支付宝“咻一咻”抢红
包活动总参与3245亿次，是去年春晚互
动总次数的29.5 倍。抢红包正从节日

“伴奏曲”演变为年夜“主题歌”。
“红包大战”受人追捧也引发思考。

微博、微信、APP等移动终端逐渐成为日
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却也成为“亲
情面对面”的割裂者。游子千里归家，依
旧没有跳出方寸屏幕，当除夕夜人们的
眼光在屏幕上游走，对亲友长辈的关心
充耳不闻，把满怀期待的父母晾在一边，
一些人的亲情已然被手机打败。

不少老人认为，红包是根植于中国
传统文化、人情社会中的一环，本质上只
是年俗的一个体现、传递祝福的一种方
式，不该占用太多团聚时光，冲淡了团圆
本意。

【消费火爆】
出境消费预超900亿元
电影火农村市场潜力大

春节黄金周期间，冬奥情节引燃的
冰雪热走俏旅游市场，也有不少中国家
庭选择出国游。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
程旅行网发布的报告预计，2016春节出
境游人数预计将达到570万到600万，
如果以人均旅游相关费用 1.5 万元计
算，中国游客春节出境花费或将达到
900亿元。

与旅游市场同样火爆的还有春节档
电影。大年初一，周星驰《美人鱼》领衔
六部大片带来贺岁大礼包，其中《美人
鱼》上映4天，票房累计就已突破10亿
元，刷新华语影史最快破10亿元记录。

农村的巨大消费潜力也在逐渐展
现。中国年货大数据报告显示，全国超
过12000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参加了今年
阿里年货节，消费比平时增长331%。专
家认为，消费要继续挖潜，还应加速供给
侧改革，通过改革促进创新、提高生产效
率和产品市场竞争力。

【猴赛雷】
传统春晚引讨论

“二次元春晚”“草根村晚”出新招

农历猴年，各种跟“猴”有关的拜年
祝福话语不在少数，起源于粤语“好犀
利”的普通话发音“猴赛雷”成了流行
语。吉祥物“猴腮雷”虽然最终没能在春
晚上露脸，但是猴年春晚仍旧引发不少
关注、讨论。

视觉产品多元化的今天，全民看春
晚的现象已经很难复制，一批依托于新
技术新平台的“二次元春晚”“草根村晚”
带来新潮流。如不少动漫爱好者选择在
除夕夜观看“哔哩哔哩2016拜年祭”节
目，3个小时节目包括弹幕、吐槽、动漫、
搞笑视频、卡牌游戏等丰富内容；广西、

山东等地农村百姓则自发办起了乡村春
节晚会，互动频繁、趣味十足。

【催婚逼婚】
青年被催婚超八成

“逃饭帖”大热折射城乡婚恋观冲突

从上海姑娘跟男友回农村过年“逃
饭”帖子掀起舆论热议，到“租个女友回
家过年”市场火热，显示出当前年轻人恋
爱与择偶观的多元化。逃与留的讨论热
潮也折射出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婚恋观冲
突不断的现实。

近期，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健康体育发展中心发布了《中国逼婚现
状调查报告》，八成受访者表示曾被父母
逼婚。25至35岁的青年压力最大，被逼
婚率高达86%。如何在七大姑八大姨苦
口婆心劝说下，练就微笑、频频点头的基
本功与坚强的内心，智斗“中国式逼
婚”？早在春节前夕，各种“反逼婚攻略”
便在网上随处可见。

量化的逼婚现状究竟科学不科学暂
且不论，吐槽背后不仅反映出两代人、农
村与城市婚恋观的差异，更凸显一些年
轻人对“人情负累”的不满。专家认为，
家乡七姑八婶催婚、催孩的急切心理是
关爱晚辈的表现，但需要尊重不同代际
间的观念差异，为人际关系留下一定的
界限和空间。

【霾与堵】
279个城市重度污染

数千起违法占用应急车道

从除夕20时至大年初一6时，雾霾
与国内三分之二城市共度佳节。全国共
有279个城市在这一时间段内空气质量

指数达到过五级重度污染或以上，其中
66 个城市空气指数甚至“爆表”超过
500。

“堵得慌”已经不是城市“专利”，山
东、安徽等地返乡网友反映，一年一度的
春节大迁徙之下，带来“城里空荡荡、乡
下堵成狗”现象，一些乡村公路上堵车竟
超十公里，部分拥堵路段再现“打羽毛
球”“拜年聊天”场景。

拥堵之下，不文明行为再现。个别
司机挤占应急车道、行人在应急车道行
走，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公安部数据显
示，仅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车辆违
法占用应急车道6716起。

【关切与关注】
高雄6.7级地震牵动人心
首次发现引力波掀波澜

万家团聚之时，台湾高雄地震中死
伤的同胞们让人们牵肠挂肚。截至12
日 22时，台湾南部地震遇难者已升至
99人。

灾难发生以后，大陆各界、有关企
业、民间团体及个人纷纷表达同胞之
情，关切灾情的同时积极组织捐助。当
前，救援仍在进行中，不少网友自发在
网络上为台湾地震灾区祈福，网友

“skartist”说，“新年快乐，天佑台湾，为
受难者祈福，希望迎来更多奇迹，努力
活下去。”

同样引人关注的是，美国科学家宣
布人类第一次直接探测到引力波的存
在。引力波是一种时空涟漪，如同石头
被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这意味着人类
将有机会利用全新的手段来研究黑洞、
中子星等各种天体，进而探索发生在宇
宙另一端的故事。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垂管’
不是把责任带走，改革不能弱化地方政
府属地责任，不能出现地方党委履行环
境质量改善主体责任有推卸、淡化的现
象。”对于各界关注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
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如何落地这一问
题，环保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在阐释时如
是说。

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
法垂直管理制度，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作
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垂直管理主
要指省级环保部门直接管理市（地）县
的监测监察机构，承担其人员和工作经
费，市（地）级环保局实行以省级环保厅
（局）为主的双重管理体制，县级环保局

不再单设而是作为市（地）级环保局的
派出机构。

改革之后，县级环保局将不再单设，
而是作为市（地）级环保局的派出机构，
是否还需要强调县级人民政府的属地负
责作用？县级人民政府利用什么机构来
进行环境监管？

环保部行政体制与人事司司长任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坚持环境
质量属地责任，推进地方政府履职尽责，
是垂直管理改革推进过程中要把握好的
基本原则之一。“要把责任落实在地方，
而不是因为‘垂管’把责任带走，要通过
制度设计促使地方政府更好履行环保责
任，推动重发展、轻环保转变为经济与环

境协调融合。”
任勇表示，环保工作的难点在县一

级，县级环保力量较弱，要通过此次改革
改变县级环保部门履职问题，着力强化
监督职能。

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是
对我国环保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按照部署，这项改革要在试点基础上全
面推开，力争“十三五”时期完成改革任
务。目前，这些改革进展如何？有无“时
间表”和“路线图”？

对此，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部署
2016 年环保工作时提出，2016 年要
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对做好过渡期间工作下发

相关通知，研究制定试点方案并开展
试点，对试点省份在能力建设等方面
给予支持。

“既要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开展试
点示范，又要按照统一部署，防止抢跑，
争取2到3年左右完成改革任务。”陈吉
宁说。

任勇表示，按照中央的有关任务
分工要求，环保部和中编办会同有关
部门负责推动垂直管理改革工作，目
前环保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初步设
想是按照前期准备、地方试点、全面
推进的“三步走”路线图，平稳有序
地推进这项改革，计划年内启动地方
试点。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今年为
期40天的春运已经过半。记者13日
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从1月24日至2
月12日，春运前20天全国铁路、公路、
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13.8亿人次，比
去年同期增长3.3%。

其中，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亿人
次，同比增长9.1%；公路累计发送旅客
11.8亿人次，同比增长2.8%；水路累计
发送旅客 2164.9 万人次，同比下降
3.2%；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499.7万人
次，同比增长3.1%。

今年，交通运输部首次利用大数
据分析旅客出行规律，从当前采集到
的调查数据分析看：80%的出行为探
亲访友，10%左右的出行为旅游度假，
度假人群中有17.7%选择了出境游，国
内热门旅游度假目的地省份排名前五
依次为海南、广东、北京、福建和上海。

从购票方式来看，参与调查的人
群超70%采取了网络方式购票，其中
PC端约为手机端购票人数的两倍。
跨省出行占比约47%，省内出行约占
49%。

2016春节热点知多少？
□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春运过半全国共发送旅客13.8亿人次

环保垂直管理不是把责任带走
地方政府属地责任不能弱化

环 保 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