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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在 25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军舰
识别查证、警告驱离美舰，军人
住房公积金计息等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中国军舰对擅入中国领海

的美舰进行识别查证、警告驱离

任国强介绍，5 月 25 日，美
国“杜威”号导弹驱逐舰擅自进
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
海域，中国海军“柳州”号导弹护
卫舰、“泸州”号导弹护卫舰对美
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予以警告驱
离。

任国强表示，中国对南沙群
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
的主权。对于美军方这种炫耀
武力，推动地区军事化，且极易
引发海空意外事件的行径，中国
军队表示坚决反对并已向美方
提出严正交涉。

任国强说，一段时间以来，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正在趋稳向好。但美

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趋于好转
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南海的
和平稳定。当前，中美两国两军
关系处在发展的重要时期。健
康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双方的
共同利益，需要双方的共同努
力。我们要求美方采取切实措
施改正错误，为两国两军关系的
发展增添正能量。美军的错误
行为只会促使中国军队进一步
加强能力建设，坚定捍卫国家主
权和安全。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没有

军事和地缘战略意图

有记者提问，一些舆论认
为，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隐含的
目的是为了在沿线国家拓展军
事存在，投资斯里兰卡、巴基斯
坦、希腊等地的民用港口表面上
是商业合作，但背后含有军事意
图。对此有何评论？

任国强说，这种说法没有根
据。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是在寻求共同发展的基础
上，为周边国家和区域合作提供

更多的公共产品，为促进各国经
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任国强表示，“一带一路”合
作倡议没有军事和地缘战略意
图，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
权，不谋求势力范围，不会干涉
别国内政。

今年起实行军人住房公积

金计息

任国强介绍，根据国家和军
队住房公积金管理有关政策规
定，决定从今年1月1日起，实行
军人住房公积金计息。

任国强表示，这是对军人住
房货币待遇政策的充实完善，也
是维护官兵合法权益的实际举
措，能够确保军人享受国家规定
的住房公积金待遇政策。

“南海禁飞区”是日本媒体

的臆造

有记者提问，日前有日本媒
体报道，中国在海南岛部署了红

旗－9防空导弹系统，并据此认
为，中方已经开始在南海划设

“禁飞区”。能否予以证实？
任国强说，中国在海南岛部

署武器装备完全是中国主权范
围内的事。关于所谓“禁飞区”，
完全是日本某家媒体臆造出来
的，无中生有的尺度之大令我感
到非常吃惊。

中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的

相关公务活动是主权范围内的

事

有记者问，日本政府18日在
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现一架小型
无人机从中国海警船上起飞，日
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出战机进
行应对。中方此次起飞无人机
的目的是什么？中方对日本航
空自卫队的行动有何回应？

任国强说，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中国的相关公务活动是中
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对于日
方有关行动，中国军队保持着全
程监控并采取必要处置措施。

就查证驱离擅入我领海美舰等问题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

台北世大运和全运会举办时间重叠是客观事实
新华社北京5月 25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5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已向台北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组委会发出
了意向报名表，其他有关事项
尚未确定。本届世大运的举办
时间是 8月 19日至 8月 30日，
与全国运动会 8月 27日至 9月
8 日举办的时间重叠，这是一

个客观事实。
有记者问及有说法称大陆

将不参加纪念台北世大运的团
体赛，只参加个人赛。安峰山
就此作了上述表示。

在回答有关两岸青年交流
的问题时，安峰山表示，青年是
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两岸关系
更加美好的未来需要两岸青年
的共同打造。我们一直鼓励两

岸青年加强交流和沟通，也愿
意为广大台湾青年来大陆学
习、就业、创业、发展提供更多
机会，目的也是为了让两岸青
年加强彼此的了解和理解，增
加对中华历史和文化的认知，
增进对两岸关系的正确认识，
能够携手成为两岸关系发展的
推动者。

台湾当局应摒弃“台独”立场和敌对思维

国台办：

新华社北京5月 25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 25 日在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的前途与
未来取决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
展。台湾当局的“以武拒统”是
没有出路的，应摒弃“台独”立
场和敌对思维，回到承认“九二
共识”共同政治基础上来，才能
够真正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

有记者问：有专家分析岛
内正在进行的相关军事演习，
认为民进党当局有意提升两岸
军事对立。请问两岸关系是否
可能从“冷对抗”提升为“热对
抗”？安峰山就此作了上述表

示。
有记者问及大陆是否认为

台当局目前推行的是变相“台
独”路线，安峰山应询表示，“台
独”及其分裂活动是台海和平
稳定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大
的威胁，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
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包括激
进的“法理台独”，也包括渐进
的“柔性台独”，以及以“修宪”
或“修法”为名搞“去中国化”的

“台独”活动，都是我们坚决反
对的。

在回答有关台当局领导人
上台一周年的问题时，安峰山
指出，一年来，台海形势和两岸
关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两

岸关系形势目前复杂严峻，两
岸联系沟通和协商谈判的机制
中断，各领域交流合作都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两岸同胞切身
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这是大家
都不愿意看到的。

他说，造成当前两岸关系
僵局的根源，就在于民进党当
局上台后拒不承认“九二共
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单
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共同政治基础。民进党当局
不但不思如何改变两岸关系的
僵局，反而在岛内放任和助推

“去中国化”和“台独”分裂活
动，采取各种方式阻挠两岸交
流合作，煽动两岸民意对立，这
是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大障
碍。

安峰山指出，我们的对台
大政方针是明确、一贯的。我
们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
则的“九二共识”，努力维护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同两岸同胞
一道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
裂行径。台当局应以增进两岸
同胞利益福祉为念，正面回应
两岸同胞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的期待，确认体现一个中国原
则的共同政治基础，这才是化
解当前两岸关系僵局的唯一正
途。

外交部：尽最大努力争取
被绑架中国公民早日获释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5 日表示，
中国政府将同巴基斯坦方面一
道，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被绑
架的两名中国公民早日安全获
释。

当地时间 24 日下午，两名
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
遭武装分子绑架。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
国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
安全，谴责一切形式的人员绑架

行为。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有
关部门、驻巴基斯坦使馆、驻卡
拉奇总领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机制，与巴方保持密切沟通，协
调巴有关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解
救中方被绑架人员，并进一步采
取有效措施，确保在巴中国公民
和机构安全。

“中国政府将同巴方一道，
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中方被绑
架人员早日安全获释。”他说。

我国取消公民身份认证
服务收费政府定价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国家发展改革委 25 日称，为贯
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清理规范涉
企收费工作的总体部署，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已于日前取消公
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府定价。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取消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政
府定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取消
政府定价后，具体收费标准由公
安部所属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

查询服务中心按照公平、合法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与用户协商确
定。

通知还要求，取消为落实国
家强制性实名制要求对企业收
取的公民身份认证服务收费；降
低人口信息开发服务费标准，收
费标准由每次 50 元调整为 25
元；按规定向国家机关、社会福
利公益机构和公民提供的服务
不得收取费用。

端午假日预计
8000万人次出游

新华社北京5月 25日电
农历五月仲夏，端午情浓，粽叶
飘香。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
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 25 日预
测，端午节假日期间旅游市场
将接待 8000万人次，国内旅游
收入将达330亿元。

短途周边游占主流。调查
显示，短途周边游依然是游客
出游首选。居民出游以近郊游
为主，其次是国内跨省游、港澳
台旅游，以及出国游。西安、成
都、苏州、桂林、三亚、杭州等是
国内热门目的地。

家庭亲子游成亮点。国内
在线旅游预订网站驴妈妈旅游
网日前发布的《2017端午出游
趋势报告》显示，“带娃去度假”
趋势明显，亲子客群占比相比

“五一”提升10%。
民俗体验受游客青睐。长

江流域的嘉兴、杭州、成都、苏
州等民俗风味浓厚的目的地受
到游客追捧。

高温催热亲水避暑游。随
着各地天气普遍转热，海滨城
市、海岛游以及山水景区游持
续升温。普吉岛、冲绳、马尔代
夫、沙巴和巴厘岛等都是出境
旅游热门目的地，赴东南亚、东
欧的出游需求有所上升。

我国将着力打造三大世界级机场群
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中国民用航空局局长冯正霖 25
日表示，中国民航将进一步推进
民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打
造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
世界级机场群。

冯正霖表示，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最
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
力最强的地区。与之相对应，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也形
成了三大机场群，2016年，三大
机场群完成旅客吞吐量 4.73亿
人次，占全国的 46.5％，货邮吞
吐 量 1469 万 吨 ，占 全 国
74.7％。其中北京首都机场年

旅客吞吐量连续七年位居全球
第二，上海两场旅客吞吐量突破
一亿人次，浦东机场年货邮吞吐
量连续九年位居全球第三，香港
机场货邮吞吐量常年位居全球
第一，广州、深圳、澳门机场的业
务量也增长迅速。

他表示，目前我国三大机场
群航线网络普遍存在国际航线
航班占比较低、国内支线占比偏
高、中转衔接不充分、主要机场
航线网络结构互补性有待加强
等问题。构建结构更加合理、覆
盖更加广泛、服务更加全面的航
线网络，是“十三五”时期机场群
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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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6岁的刘阿姨自从退
休后，她平日里除了干家务、跳
广场舞，一有时间就玩微信，还
动员身边的朋友都开通微信，
互相加为好友，可以聊语音。

“我的女儿嫁到外地，平时就我
和老伴两个人生活，有时难免
觉得孤单。今年年初，女儿回
家为我装了 Wifi，还给我和老
伴分别送了一台智能手机，还
特意给我们注册了微信账号，
手把手教我们使用。甭提我有
多欢喜了。”刘阿姨高兴地说，
自从学会了微信，她时不时地
与女儿视频通话，还教会小区
部分老人用微信。“女儿嫁去外
地后，我们很难见上一面。自
从有了微信，我们几乎每天晚
上都视频聊天，外孙女还通过
微信，跟我打招呼呢！以前，女
儿常常给我银行卡里转账，跨
地区转账要收手续费，现在有
了微信，可以通过转账或发红
包的方式，给我零花钱。”刘阿
姨认为，微信里的功能拉近了
她和女儿的距离，也为生活提
供了方便。

苏伯伯今年 67岁，他接触
网络已久，最喜欢用的软件是

淘宝。“我爸是一名老宅男，不
喜欢上街，只喜欢淘宝。每天，
他都习惯上淘宝，买一些家里
要用的东西或者便宜的日用
品。”苏先生说，为了方便父亲
网购，他特意在支付宝里绑定
了一张信用卡，供父亲使用。
在儿子的耐心教导下，苏伯伯
学会了用支付宝。“现在支付宝
的功能越来越多，还可以看股
票、手机充值、缴水电费，太方
便了。”苏伯伯说道。家住华南
的李阿姨今年 61岁，由于她的
老伴脑中风，出行只能依靠轮
椅。为了方便出行，在女儿的
教导下，她学会了用打车软
件。“以前打的特别不方便，要
推着轮椅走到大街上。现在不
同了，用了打车软件，接单的司
机可以来到我家楼下，还帮我
把老伴搀扶到车上。”李阿姨
说，她学会用打车软件，是迫于
现实的无奈。

困难：
手机操作复杂缺专人教导

虽然许多老人乐意“触
网”，但在使用智能手机过程
中，也是困难重重。记者观察
发现，以年轻人为使用主体的
智能手机，无论是软件设计，还

是操作流程，对老人都并不是
非常“友好”。“现在都流行触屏
手机，有时一不小心触碰到某
个按键，会弹出一些页面，我都
不知道怎么操作，只能用老伴
的微信联系女儿，让女儿告诉
我，或者找邻居家的小伙子，让
他帮我操作。”刘阿姨说，现在
手机上的APP基本都没有使用
说明，年轻人琢磨一下就会用
了，但对老年人来说就很难，只
能让人教。老年人记忆力都不
太好，因为没有教程，即使一个
软件的使用方法，女儿教了很
多遍，但我还是不太记得。

与互联网紧密相关的线上
支付，同样是老年人享受网络
便利的一大阻碍。如今，线上
支付的方式有网银、支付宝、微
信等支付方式，但因为开通网
银、绑定银行卡、接收短信验证
码这些操作流程看着太复杂，
许多老人不愿尝试网上购物。
即使要购物，也是选择货到付
款的方式。用智能手机有半年
的张大伯说，儿女在外上班，回
到家都是关门自己玩电脑，他
想学用手机软件，却不知从何
处下手。“每次我问儿女，他们
都是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问
邻居家的孩子吧，又不好意思
长时间打扰。”他说。

建议：
儿女应多点耐心帮助老人

随着网络渗入生活的方方
面面，微信、QQ对越来越多的
老年人而言已不是新鲜词。然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部分
65岁以上的老人，依然是“谈网
色变”。他们普遍认为，老人视
力不好、手拙，不会用智能手
机，也不懂上网。而愿意“触
网”的老人则认为，他们有一颗
想学习新事物的心，却苦于无
人教导。喜欢用 QQ、微信联
系朋友的张大伯建议，社会上
最好能开设一些专门为老年人
学习互联网的课程，可以有专
人教导老人如何使用智能手
机、如何用电脑上网。

不少市民认为，为了让老年
群体也享受到“互联网红利”，首
先应鼓励老年人大胆接触网
络。“谈网色变”的老人应摆正心
态，放开内心的束缚，逐步接触
网络。一旦着手去学，其实也没
那么难。同时，子女晚辈还应该
多点耐心，积极地帮助老人学习
应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
设备，不妨每日教老人们一样新
事物，手把手地带他们接触这个
新鲜世界，尽快与“互联网+”时
代接轨。

老年人乐意“触网”，
为何互为何互联网难联网难““++””老人老人？？

购物、打车、订票、理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如今许
多年轻人的手机里都安装了各种APP，涵盖到生活上的衣食
住行。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成为“奥特曼”，不少银发一
族也开始学用智能手机，“+”入互联网的大潮中。但面对五
花八门的APP时，多数老人还是要一遍遍“求助”于人。他们
希望，社会上能开设一些教会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的课
程，使他们尽快与“互联网+”时代接轨。

文/ 马骏

“这件事情过去几天了，但
是我一直会回想起那位八旬老
人，在收到我们捐助金时脸上
露出的灿烂笑容和口中一直说
个不停的‘谢谢’。”日前，如意
慈善公益服务团的一名新义工
单文娟向记者谈起了她的第一
次公益经历，她感觉做这样的
事情很有意义，并希望以后能
多多参加。

据介绍，5月 20日，单文娟
从丹北镇埤城山脚下村出发陪
同妈妈去埤城西风行政村巨竹
村看望外婆，在村上见到了一
位老人后和其聊天得知了老人
的遭遇：老人今年 85 岁，几年
前，老人大儿子病故；2015年大
儿媳出车祸被撞成植物人，全
家举债四十几万，仍未救醒已
去世，肇事摩托车司机是个外
地人，车辆没保险，至今没有赔
偿；去年老人的二媳妇不幸又
患上重度尿毒症；还有一个女
儿，从小就有腿疾，后来又离了
婚，也已六七十岁，也是一个人
艰难度日。

“我最开始是被老人的一
句话所吸引，因为一位江湖医
生帮其治腿疾，收了 15 元钱，
老人觉得太贵。”单文娟说，老
人身材瘦小，小小的脸上皱纹
丛生，眼睛小，能清晰见到眼角
的泪痕。老人坐在单文娟对面
一直在絮叨着 15元钱的事，还
挽起裤管抓挠小腿，单文娟看
到，老人的腿上有一块一块的
白斑，腿上涂了一种像石灰水
的东西。

回家后，单文娟的脑海中
不时又浮现出这位老人。“晚上
十点多钟睡觉时，我辗转反侧，
于是决定向‘如意慈善’群发出
救助申请。群主丁斌即刻回复
并通知了埤城分会会长彭剑
彬、秘书长朱芳，并决定第二天
一早便去走访。”单文娟说，在
群管理的陪伴下，21日上午，如
意慈善服务团一行五人，买了
些水果，到了老人的住处。刚
走到门口，一行人就被眼前的
场景震惊了：两间低矮旧房破
败糟乱，家里没有像样的家具
和电器。床上的旧棉被还有不
少破洞；一旁的旧煤气灶锈迹
斑斑，旁边的旧电饭锅连盖子
也坏了……

“看到老人的家庭状况，我
心里有些心酸，她的生活实在
太艰苦了。经过询问老人，并
向邻里了解，义工们得知了老
人的情况。”单文娟说，22日，根
据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的相关
规定，群主丁斌一早就办理好
相关的定向捐赠手续，并将第
一批捐赠款 1200 元送到了老
人手里。当双手颤巍巍地接过
捐款时，老人脸上露出了少有
的灿烂微笑，激动得一个劲地
说“谢谢”，邻居们也替老人高
兴，向义工们致谢。

“以前我都是零散地在做
一些公益，正式加入如意慈善
公益服务团还没几天，但没想
到我所关注的一个困难家庭两
天的时间就能得到帮扶，这让
我很开心，我们随后还将持续
关注这位老人。”单文娟说。

（陈杏华 李潇 文/摄）

新义工的
一次公益经历

现象：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爱上网

招聘
丹阳日报社因工作需要，招校对1-2名，年龄

30-40周岁，男女不限，全日制大专以上文凭，文

秘、中文等文科专业优先，能长期从事夜班工作。

报名时间：5月25日至6月5日

联系电话：86983009
丹阳日报社

2017年5月25日

尚剩少量特价房
这个春天，我一定要在城里买套房

特别的优惠给特别的你

本院将对被执行人骏浩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丹阳市
云阳镇永兴村的不动产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丹阳市云阳镇永兴村的不动产，起拍价为 2008万
元。

二、拍卖时间：2017年 6月 29日 10时至 2017年 6月 30日 10时止
（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一次拍卖竞价会；2017年 7月 21日 10时至 2017
年 7月 22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举行第二次拍卖竞价会；如拍卖成
交，将不再进行下一轮拍卖活动。

三、咨询展示时间：自即日起至开拍前（节假日除外）接受咨询。
有意者请于开拍前三日与本院联系，联系电话：0511-86570212。

四、拍卖平台：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网址：http：//sf.taobao.com/0511/08，户名：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

详细信息可在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和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上查询。

丹阳市人民法院拍卖公告催告通知书
丹阳市米兰诺酒店有限公司（单位）：

你公司员工 曹玉 经人社行政部门鉴定为 十 级伤残，经市人

民法院判决由你公司承担赔付义务。鉴于你公司现住所地不明（投

递邮件被退回），特此依法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通知你公司在五个工作日内，核实你公司

员工 曹玉 的工伤情况，并依法支付其应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

如你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不按时足额支付，我中心在按照规定先行支

付后，依法向你公司进行追偿。

丹阳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二O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