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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9日从2019年全国科技工
作会议上传出消息：去年我国科技
创新能力大幅增强，主要创新指标
稳步提升，支撑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
介绍，去年全社会 R&D 支出占
GDP比重预计为2.15%。研发人员
总量预计达418万人年，居世界第
一。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
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18.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突破13万家，全国技术合同成交
额为1.78万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
预计超过 58.5%，国家综合创新能
力位列世界第十七位。

据了解，2018年基础前沿和战
略高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成
果。科研人员首次在半导体量子点
体系中实现三量子比特逻辑门，首
次发现铁基超导体中的马约拉纳束
缚态，首台散裂中子源建成并投入
运行等；同时，“嫦娥四号”探测器

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面，“北斗三
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等；高新区
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年 168
个高新区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33万
亿元，出口总额3.3万亿元，净利润
2 万亿元，实际上缴税费 1.7 万亿
元，园区新注册企业超过40万家。

此外，国际科技合作进一步深
化。“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
成立，支持约700名相关国家的青
年科学家来华开展短期科研，筹备
建设首批联合实验室。全面落实外

国人才工作许可证制度和外国人才
签证制度实施办法，累计发放人才
工作许可证33.6万份，发放人才签
证近3000张。

王志刚认为，我国科技领域仍
存在短板和差距，表现在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机制、高端人才培育、创
新生态等方面的不足。距离实现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只有不到
两年时间，要对照创新型国家的目
标，找准差距，加快研发攻坚。

2018年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超过58.5%
基础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成果

日前，从全国林业和草原工作
会议上传出消息，目前我国各类自
然保护地已达1.18万处，占国土面
积18%以上。其中包括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10个，世界自然遗产13
项，世界地质公园37处，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71处。

据介绍，自然保护地是各级政
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
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
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
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

海域。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保护
区建设是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
主体。2018 年，我国新增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11 处，总数已达 474
处。自然保护区范围内保护着
90.5%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85%
的野生动植物种类、65%高等植物
群落。目前，我国有世界自然遗产
13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数
量均居世界首位。我国还拥有国
家矿山公园 34个,海洋特别保护
区111处。

据悉，今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将着力加强顶层设计，统筹整合优
化资源，理顺管理体制，科学妥善
解决历史问题，加快推进中国特色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启动保护
地整合优化试点，整合交叉重叠的
自然保护地，优化边界范围和功能
分区；理顺管理体制，明确各类自
然资源资产权属，加快建立自然保
护地分级管理体制。强化监督管
理，加强自然保护地法律制度建
设。

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全面启动

国家统计局 1 月 10 日发布数
据，2018年 1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1.9%，涨
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2018年
全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
上涨2.1%。

12 月份，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
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七涨一降。12月
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上涨2.4%，影
响 CPI 上涨约 0.72 个百分点。其
中，鲜果价格同比上涨9.4%，禽肉类
价 格 上 涨 5.4% ，鲜 菜 价 格 上 涨
4.2%，畜肉类价格上涨 0.8%，鸡蛋
价格下降1.4%。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六涨一
降。其中，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
乐、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2.5%、2.3%
和 2.2%，其他用品和服务、衣着、生
活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1.6%、
1.5%和 1.4%；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
0.7%。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2018
年 12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0.9%；全年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3.5%。

2018 年 全 国
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1%

法国大部分地区 1 月 9
日迎来冬季打折季。但由于
品牌自主促销活动日益增
加，法国民众对传统打折季
反应日渐冷淡。

打折季将持续6周，至 2
月19日结束。本次打折季备
受法国商家期待。不过法国
民众对打折季的热情明显减
弱，反应较为冷淡。根据一
项最新调查，高达 56%的法
国民众认为传统打折季没有
意义，而这是因为法国现在
全年都有品牌商家自主促销
活动，导致传统打折季的吸
引力大幅度降低。

有数据显示，目前法国

约一半成衣以促销价格销
售，品牌自主促销活动占总
销售量的比例由 2014 年的
21%上升至2017年的27%。

本次打折季首日“战绩”
也不容乐观。法国春天百货
集团奥斯曼旗舰店总经理皮
埃尔·贝拉瑞9日下午对媒体
说，打折季首日营业额同比
下降10%，形势不佳。

法国打折促销的做法最
早可追溯至1830年，1906年
出现有关立法。最初打折商
品一般为即将过季的商品，
但为提高销量，许多新品也
逐渐加入，打折季逐渐成为
法国人消费购物的黄金期。

法国迎来冬季打折季
民众反应冷淡

美国航天局最新发布消
息说，小行星探测器“奥西里
斯-REx”日前在距地球1.13
亿公里的地方拍下一张照
片，使得地球、月球和小行星
贝努“同框”。

小行星贝努直径仅约
500米，是人类航天器迄今在
轨绕行的最小天体。

美航天局说，该探测器
在2018年 12月 19日飞近贝
努的过程中，其携带的照相
设备拍下了一张宝贵的长时
曝光照片。当时探测器距离
贝努仅约43公里，但距离地
球1.13亿公里。因此在照片
上，位于右上方的贝努呈现
为一个大的白色亮圆，左下

方的地球及月球由于太过遥
远，只是一个小白点和小小
白点，但二者均清晰可见。

“ 奥 西 里 斯 -REx”于
2016年发射，已于2018年12
月31日进入绕贝努飞行的轨
道，距这颗小行星的中心仅
约 1.75 公里。这创下了纪
录，此前尚无航天器如此近
距离绕行这种小天体。

按 计 划 ，“ 奥 西 里
斯-REx”将于 2020 年伸出
取样臂接触小行星表面并

“一触即走”，获取至少60克
土样。如任务进展顺利，它
将于 2021 年 3 月踏上归途，
2023年 9月从地球近旁飞过
时把样本舱弹出送回地球。

美探测器在1亿公里外
为地球拍照

韩国统计厅 1 月 9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韩国2018年
全年就业人口为 2682.2 万，
与上一年相比增加9.7万，增
幅创2009年以来最低。

数据显示，韩国 2018 年
就业率为 60.7%，失业率为
3.8%。2018年韩国失业人口
总数为107.3万，为2000年以
来最高值，也是韩国失业人口
总数连续三年超过100万。

从行业看，批发零售业、
制造业和住宿餐饮业等领域
就业人数呈下降趋势，而卫
生及社会福利服务业和信息

通信业等领域就业人口有所
增加。

统计厅官员表示，就业
人口增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为
劳动力人口持续萎缩、汽车
等制造业表现不佳、服务业
结构调整等。

就业形势不佳是韩国政
府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据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文
在寅日前表示，政府把解决
就业难问题作为当前一项首
要任务，中小企业占就业来
源的近 80%，需要发挥积极
作用。

韩国2018年就业人口
增幅创9年来最低

从故宫博物院传出消息，2019
年 1月9日下午1点30分，故宫博
物院工程管理处和养心殿修缮施
工单位北京国文琰园林古建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在养心殿西配殿南
山墙前檐金柱砖雕透风内发现两
份清宫春节曲目戏折。

此前，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
自2018年 9月正式进入修缮实施
阶段后，工程管理处即刻启动了养
心殿区现状文物保护、现场深度勘
察及修复用脚手架搭设工作。

1月 9日下午，修复工匠在清

理砖雕透风，探查柱根糟朽情况
时，在透风与柱根空隙间发现有细
卷状纸张堆砌。

据介绍，工作人员取出纸张
后，发现其质地绵软，颜色泛黄，字
迹基本清晰。其联首处书：“乾隆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造办处
呈”、“重华宫承应”字样，券内首行
注明：“十二月三十日”及“升平除
岁、福寿迎年、看状、下海……”等
19出曲目名单及演职人员名单。

经查，两份戏折所题曲目相
同，演职人员备注栏详略不一。研

究人员查看后，确认该物品应为清
乾隆二十四年造办处呈大年三十
戏曲节目单。

该戏折发现后，工程管理处迅
速上报院领导，并通知了相关部门
前往记录、辨识。据宫廷部戏曲研
究人员称，故宫博物院现存文物中
尚无此类形式的曲目单。

故宫博物院方面表示，该发现
将有助于宫廷戏曲及清宫节庆文化
的深入研究。现文物已移交故宫博
物院宫廷部典章组保管，待修复研
究完成后适当时机向公众展出。

故宫养心殿发现宝物
竟是乾隆时期“春晚”节目单

世界银行 1 月 8 日发布
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
增长预期,并警告下行风险
上升。

报告显示，受全球金融
环境收紧、贸易紧张局势持
续等因素影响，2019 年和
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
分别放缓至 2.9%和 2.8%，较
世行2018年 6月预测值均下
调 0.1 个百分点。报告同时
将2018年全球经济增速从此
前预计的3.1%下调至3%。

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央
行继续收紧货币政策、美国
财政刺激效果减退，报告预
计2019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增
速将从 2018 年的 2.2%放缓
至 2%，2020 年进一步降至
1.6%。其中，美国经济增速

将从 2018 年的 2.9%放缓至
2019 年的 2.5%和 2020 年的
1.7%。

报告预计，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经济增
速为 4.2%，与 2018 年持平，
2020年将升至4.5%。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
长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上
升。报告指出，发达经济体
应重建宏观经济政策缓冲，
通过改革为提高潜在经济增
长率奠定基础，避免贸易和
移民政策转变给长期经济增
长前景带来负面影响，同时
重申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
贸易体系的承诺以提振信
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则应增强应对金融市场波
动的能力，同时采取措施保
持通胀稳定。

世界银行下调
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2019年春节日益临近，铁路、航
空春运抢票大战也日趋“白热化”。
由于返乡车票“一票难求”及机票昂
贵，今年选择“反向春运”的人群大
幅增加，春节去往大城市团圆成新
风尚。

“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将老家
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
过年，节后再返乡。近两年，既省钱
又尽孝的“反向团圆”被越来越多人
接受，成为不少在城市打拼的“80
后”“90 后”陪伴父母过年的“妙
招”。

据来自携程等订票网站的消
息，今年“反向春运”现象凸显，上
海、北京、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
津、青岛、宁波、厦门是十大热门目
的地，除夕前一周飞往这些城市
的 机 票 预 订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40%，“四老一小”旅客订单显著
增长，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票还
便宜。

相关专家解释，“反向春运”
流行的背后，与返乡火车票一票
难求或回乡机票太贵密切相关。
而“反向春运”航线机票价格堪称

“白菜价”，最低仅 1.2 折，且票源
充足。除夕前一周，哈尔滨飞北
京机票低至 1.3 折、仅 180 元，比高
铁票便宜约 126 元；重庆飞深圳机
票最低价 190 元，相当于打 1.2 折，
比高铁票便宜 629 元。除了节省
开支，此招还能使许多人可以拿
出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感受不一样
的春节。

携程大数据显示，成都、重庆、
哈尔滨、西安、长春、郑州、长沙、贵
阳、合肥、武汉是十大热门出发地。
这些城市所在的省份，都是传统的
劳务输出大省。从1月 28日起，四
川、重庆、河南、安徽、湖南、湖北等
地的老人们陆续踏上“反向过年”之
旅，“反向春运”航线迎来客流高
峰。而2月11日将开启“反向春运”
返程高峰。

相关人士研判，在进城旅游过
年“反向春运”热潮的带动下，北京、
上海、广州等以往春节“空城”的人
气今年将会有很大程度的回升。

中国出现
“反向春运”
一线城市成热门目的地

1 月 9 日在云台山景区拍摄的冰瀑景观。近日，受降温影响，位于河南省焦作市的云台山景区出现冰瀑景
观，奇特壮美。

1 月 9 日 ，南 极
太阳多色望远镜在
昆仑站完成安装。
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
学 考 察 队 昆 仑 队 9
日在昆仑站完成南
极太阳多色望远镜
安装。这是昆仑站
首台白昼天文观测
设备，可在极昼期间
对太阳进行连续观
测，同时开展空间碎
片观测。

2019 年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于当地时间 1 月 8 日开幕，
来自中国的各类新型科技产品闪耀会场。图为 1 月 9 日，一名
参观者在京东展台通过VR设备体验无人机配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