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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12月 5日，在肯尼
亚内罗毕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
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
2017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

“地球卫士奖”。“地球卫士奖”是
联合国系统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奖
项，创立于 2004 年，每年评选一
次，由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给在环
境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或组
织。在当天宣布的“地球卫士奖”
各个奖项中，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获得其中的“激励与行动奖”，中
国摩拜单车公司获得“商界卓识
奖”，中国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
文彪获得“终身成就奖”，智利总
统米歇尔·巴切莱特等人获得其
他奖项。

塞罕坝林场是我国大力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范例。地处
内蒙古高原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
塞罕坝，曾经森林茂密、鸟兽繁
多，由于历史上的过度采伐，土地
日渐贫瘠，北方沙漠的风沙肆无
忌惮地刮入北京等地。1962年建

场以来，三代林场建设者们在“黄
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
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营造出
112万亩的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
片人工林，将当地森林覆盖率从
11.4%提高到目前的80%，创造了
荒原变林海的绿色奇迹，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
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
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强调持之以恒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新格局。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
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习
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生态文明建设”“美丽
中国”等一系列环保理念，开启了
一场伟大的环保运动。中国在河
流治理、国家公园保护、大城市的
空气治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巨
大成就。中国通过新技术、新实
践，将环保事业与经济发展有效

地结合起来。中国的环保经验对
于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都是很好
的典范，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索尔海姆说：“我们非常期待
看到中国生态文明的理念通过‘一
带一路’等平台，传播到世界。中
国在全球的引领地位非常关键。”
他表示，“美丽中国”不仅意味着中
国在保护自己的环境，而且意味着
中国作为一个有力的推动者，同全
世界一起来进行环保事业。“我确
信，中国将引领这一趋势。”

塞罕坝林场退休职工陈彦
娴，林场党委书记、场长刘海莹，
副场长于士涛，代表三代林场建
设者前来内罗毕领奖。刘海莹表
示，林场已经有55年的发展历史
了。这期间，人们一直在种树，像
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培育、保护
这片林子，让绿色在高原荒漠生
根、蔓延。我相信，只要持之以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经过一代又
一代的努力，中国一定能创造更
多的像塞罕坝这样的绿色奇迹，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73岁的陈彦娴是塞罕坝林场
第一批建设者中的一员。她说，

“55年前，我们369个人来到黄沙
漫天、草木难生的塞罕坝的时候，
平均年龄不到 24 岁。半个多世
纪里，三代塞罕坝人只做了一件
事，那就是一心一意地种树，一心
一意地把荒山沙地变成绿水青
山。我们为自己能够亲手创造一
个绿色奇迹而感到无比自豪。还
有许多像塞罕坝一样的绿色奇
迹，正在让古老的中国更加生机
盎然。种下绿色，就能收获美丽，
种下希望，就能收获未来。”

联合国环境署新闻司司长兼
发言人纳伊桑·萨巴表示，“地球
卫士奖”经历了最严格的评选，获
奖者都是全世界在环境保护领域
最为杰出的事例与人物。“我们非
常高兴地看到，今年多个获奖单
位来自中国，我们看到他们对环
境保护事业的巨大投入与奉献。
通过这些获奖者，我们看到了中
国在环境保护之中许许多多激动
人心的故事。”

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12月 5日，在 2017年中国国
际海事技术会议和展览会上，中
国 船 舶 工 业 集 团 公 司 研 制 的
iDolphin 38800 吨 智 能 散 货 船

“大智”轮发布。这艘智能船舶能
够根据船舶数据和水文气象信息
优化航线、航速，还具有自我“体
检”能力。

该船被中国船级社授予智
能船符号 i-SHIP(NMEI)和英国
劳 氏 船 级 社 授 予 智 能 船 符 号
CYBER-SAFE、 CYBER-PER-
FORM、CYBER-MAINTAIN。

“大智”轮总长 179 米、船宽
32米、深15米，载重量3.88万吨，
由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研制，
交付招商局集团中外运航运有限
公司投入使用后，主要用于中澳、
东南亚航线煤炭、盐的运输。

据了解，船舶通过对收集的
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能够提供
航线优化的辅助决策建议，相当
于给船长提供航线制定的帮手。

智能船舶还能自己“体检”。
该船增加了40%的感知点，相当
于船舶具有健康管理系统，感
知问题后提前进行维护，使船
舶设备无故障运行时间大幅度
提高。

该船还安装了全球首台满足
智能船舶规范的智能应用低速主
机以及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套主机
遥控系统，船舶推进效率可提高
约3%，相同航速日均油耗可降低
约4%。

我国研制的智能
船舶面世

虽然已是初冬时节，但在江南水乡乌镇西栅景区，金黄和深红的树叶、绿油油的荡漾碧波、白色的瓦房
墙壁以及深色的屋檐构成了一幅幅多彩的图画。

继宣布暂停登革热疫苗
接种后，菲律宾政府 12 月４
日表示，将对全球首款登革热
疫苗Dengvaxia展开调查，排
查它可能引发的公共健康风
险。

Dengvaxia 疫 苗 研 发 公
司、法国制药业巨头赛诺菲巴
斯德 11月 29日说，虽然最新
研究证实，这款疫苗对曾患过
登革热的接种者的确有效，但
长期数据分析显示，未感染登
革病毒者接种后如感染病毒
可能出现更多重症。菲律宾
卫生部 12月 1日叫停了这款
疫苗的接种。

菲司法部4日下令国家调
查局调查疫苗可能引发的“公
共健康风险”，称如果证据充
分，“将提起诉讼”。菲律宾
总统府发言人哈里·圣罗克3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将就这起
危及数十万年轻人生命的公
共卫生事件追究有关部门责
任。

菲律宾是全球第一个大
规模接种 Dengvaxia 疫苗的

国家。据路透社报道，从2016
年起至今，已有 73 万 9 至 16
岁菲儿童进行了接种，累计耗
资6954万美元。

赛诺菲方面称，至今还没
有因这款疫苗引发死亡的病
例报告。这家公司在菲律宾
的医药部门负责人鲁比 ·迪
松说：“我们会继续监测并与
菲卫生部合作，确保事态稳
定。”

登革热是登革病毒经蚊
媒传播引起的急性传染病，患
者染病后会出现发热、皮疹、
肌肉和关节酸痛等症状，严重
时可导致死亡。

长期以来，有关登革热的
特效药研发没有突破性进
展。Dengvaxia 是全球首款
登革热疫苗，除菲律宾外，墨
西哥、巴西、印度尼西亚、泰国
和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已批准
其 上 市 。 赛 诺 菲 说 ，
Dengvaxia 疫苗可减少 80％
的登革热入院治疗病例，并使
得出血性登革热的发病率降
低93％。

菲叫停并调查全球
首款登革热疫苗接种

澳大利亚 12 月４日揭晓
2017 年度热词——“几维澳
人”。这个单词由意为新西兰
人的“kiwi”和意为澳大利亚
人的“aussie”组合而成，在席
卷澳大利亚政坛的双重国籍风
波助推下，一举成为年度最热
词汇。

澳大利亚国家辞典中心主
任阿曼达·劳格森说，这个词最
早于2002年见诸报端，当时用
来指代电影演员拉塞尔 ·克
罗。克罗长期居住于澳大利
亚，外界一般认为他是澳大利
亚演员，但他其实出生于新西
兰。

今年，“几维澳人”一词频
频被人提及。按照澳大利亚宪
法，双重或多重国籍者原则上
不得担任议员。自7月以来，9
名议员因双重国籍问题辞职。

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是
卷入双重国籍风波的重量级人
士。今年8月，他说，“惊讶地”
得知自己同时是新西兰人。澳
大利亚最高法院因此剥夺他联
邦众议员资格，使他丧失内阁
职务。这起风波甚至导致澳大
利亚执政联盟失去议会多数地
位。

所幸，在新南威尔士州新
英格兰选区 2 日举行的补选
中，宣布放弃新西兰国籍的乔
伊斯获胜，得以重返内阁，令总
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着实松
了一口气。

劳格森说：“得益于两名被
认为没有资格坐在议会里的

‘几维澳人’——巴纳比·乔伊
斯和绿党议员斯科特·卢德拉
姆，这个词如今有更多人认
识。”

澳大利亚2017年度
热词揭晓

12 月 4 日从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传出消息，人社部近日
印发《关于深化技工院校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要求
完善技工院校教师职称层级，增
设正高级职称，取消文化、技术
理论课教师员级职称。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
深化技工院校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是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
内容，通过健全制度体系、完善
评价标准、创新评价机制、实现
职称制度与用人制度的有效衔
接等措施，形成以品德、能力和
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认可

为核心，覆盖各级各类技工院校
教师的职称制度。

这位负责人表示，根据《意
见》，要完善技工院校教师职称
层级，增设正高级职称，取消文
化、技术理论课教师员级职称，
技工院校教师职称与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岗位等级相衔接；要注
重实践教学和技能人才培养实
绩，注重职业素养的养成、工匠
精神的塑造和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不将论文作为技工院校生
产实习课指导教师职称评审的
限制性条件，不对职称外语计算
机作统一要求；要对技工院校教

师的品德、能力、业绩进行科学
评价，建立技工院校教师职称评
审公开制度；要实现职称制度与
用人制度的有效衔接，公办技工
院校教师职称评审时要坚持评
聘结合，非公办技工院校教师职
称评审时可参照公办院校评审
办法，也可采取评聘分开方式。

据了解，截至 2016年底，全
国技工院校教师共计19.7万人，
其中文化技术理论课教师 13.7
万人，生产实习指导教师6万人，
能够同时承担理论和实习一体
化教学的教师有7.2万人。

人社部将增设技工院校教师正高级职称

12 月 5 日，在泰国曼谷，参观者在 2017 泰国彩灯节上欣赏彩
灯艺术作品。据了解，彩灯节上的各式 LED 光源彩灯作品共占地
约6万平方米，将展出至2018 年1月6日。

12 月 6 日，在成都东站，乘务员和“熊猫”在发车前合影。当
日，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是我国首条穿越秦岭
的高铁，也是首条实现4G信号全覆盖的山区高铁。

从国家安监总局12月5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传出消息：今
年7月至10月全国安全生产大检
查期间，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违规行为 26.7 万起；排查治理隐
患 547.2 万 项 ，隐 患 整 改 率
94.75%，其中重大隐患 3.2 万起，
整改率87.7%；关闭取缔违法违规
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
3.1万家；联合惩戒严重失信企业
1429家。

安全生产形势好转。开展大
检查以来的7至 11月，全国各类
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29.1%和 24.1%，重特大事故下
降38.5%和54%，为全年安全生产
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安监总局近日公布了2017年
第三批安全生产失信联合惩戒

“黑名单”，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
言人苏洁说，目前安监总局正抓
紧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关于对
守信企业联合激励的备忘录，同
时加快研究联合激励的具体实施
办法，今后将形成安全生产诚信

“红名单”，鼓励企业依法依规从
事生产经营活动。

全国排查治理
安全生产隐患
547.2万项

东台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进度公示表
截至2017 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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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4

0505

0506

0507

0508

0509

0510

0511

0512

0513

0514

西溪景区

城东新区

东台镇

溱东镇

时堰镇

五烈镇

梁垛镇

安丰镇

南沈灶镇

富安镇

唐洋镇

7495

16244

80245

36536

58575

75021

68524

39608

42930

76738

39653

4176

7052

45901

18572

29532

41250

29370

19306

28289

31389

10098

56%

43%

57%

51%

50%

55%

43%

49%

66%

4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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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0515

0516

0517

0518

0519

0520

0521

0522

0523

0524

新街镇

许河镇

三仓镇

头灶镇

弶港镇

经济开发区

新曹农场

弶港农场

东台林场

其他

34509

39942

56048

59841

36537

27520

3565

1462

55

801048

15165

24468

30297

27585

15835

15469

975

670

35

31450

426884

44%

61%

54%

46%

43%

56%

27%

46%

6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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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医保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