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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 13日电
我国有将近 2.5 亿的老年人
口，面临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
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进
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田世宏13日在国务院政策例
行吹风会上介绍，《养老机构服
务安全基本规范》近日出台发
布，这是我国养老服务领域的
第一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是
养老服务质量的底线要求。

据介绍，这一标准的主要
内容包括基本要求、安全风险

评估、服务防护和管理要求。其
中，基本要求部分明确了养老
机构应当符合消防、卫生与健
康、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建筑、
设施设备标准中的强制性规定
及要求。同时，对养老护理员培
训、建立昼夜巡查和交接班制
度等基础性工作提出了要求。

安全风险评估部分明确了
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前应当进
行服务安全风险评估及评估的
相关要求，这是精准做好养老
机构安全防范的第一关；服务

防范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内预防
和处置噎食、压疮、坠床、烫
伤、跌倒、走失、他伤和自伤、
食品药品误食、文体活动意外等
九种服务风险的相关要求，是目
前养老机构中老年人容易受到人
身伤害、迫切需要统一规范的九
种情形。

标准中提出的预防和处置措
施都是经过基层长期实践、广泛
验证的有效措施，养老机构只要
高度重视、规范化操作就能大幅
度降低管理中的风险。管理要求

部分明确了养老机构要做好应急
预案、评价与改进、安全教育等
工作，以便于不断提高服务安全
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持续性改进
能力。

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
目前，全国统一的养老机构服务
标准和评价体系的框架已初步形
成。为便于民政部门和养老机构
充分做好准备，这一强制性国家
标准规定了两年过渡期，在过渡
期内，民政部将分类督促指导养
老机构对标达标，对条件比较好

的养老机构鼓励率先达标，对条件
差一点的养老机构要督促、甚至给
一些倾斜政策，尽快补上短板。

田世宏介绍，为顺应人们对
养老服务的新期待，下一步将加
快推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
务、长期照护服务、智慧健康养
老等急需标准制定；开展养老服
务标准化试点专项行动，以试点
带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显著提
升；探索推进中国标准“走出
去”，加强国际养老标准跟踪研究
和国际合作交流。

精准做好养老机构安全防范第一关

养老服务首个强制性国标发布

据新华社 12日凌晨，旅居
加拿大的龙凤胎大熊猫“加盼
盼”“加悦悦”，乘坐飞机顺利抵
达四川成都。

从出生至今，“加盼盼”和
“加悦悦”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
4年。双胞胎熊猫抵达成都后，
会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检
疫场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检疫，在
保证身体各方面健康的同时也让
它们能够逐渐适应新的环境。

2013年 3月，来自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雄性大熊猫

“大毛”和重庆动物园的雌性大

熊猫“二顺”一同前往加拿大，
开启了为期10年的中加大熊猫
保护与研究合作计划。

2015 年 10 月 13 日，在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大熊猫专
家和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工作人
员的努力下，“二顺”顺利产下
龙凤胎“加盼盼”“加悦悦”。

作为在加拿大诞生的第一对
大熊猫幼仔，“加盼盼”和“加
悦悦”俘获了加拿大人民的心。

自1994年起，成都熊猫基
地已先后与17个国家和地区开
展大熊猫科研合作交流。

旅加龙凤胎大熊猫返乡
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检疫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召集
部分王室成员于13日举行紧急
会议，商讨哈里王子夫妇的“未
来安排”。这是自哈里和妻子梅
根公开宣布从王室职责中“抽
身”后，王室高级成员首次面对
面讨论这一问题。

一名白金汉宫消息人士告诉
路透社记者，会议将在位于英格
兰东部诺福克郡的桑德灵厄姆庄
园举行，哈里和父亲查尔斯王
储、哥哥威廉王子都将出席。

由于梅根本周早些时候前往
加拿大与儿子阿奇团聚，她打算
经由电话出席会议。

哈里夫妇8日宣布，他们想
要一个“新的工作模式”，得以
在北美分配更多生活时间并实现

“经济独立”，令王室其他成员吃
惊不已。一名王室消息人士说，
哈里夫妇在新网站宣布这一决定
前没有征询女王和其他家庭成员
的意见，这让女王和其他王室成
员感到“失望和受伤”。

路透社报道，不少官员先前
在幕后磋商，试图为哈里夫妇制
定出一个新的安排。一名王室消
息人士说，这一努力进展顺利。
包括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在内，都
在为哈里和女王的面对面会谈铺
平道路。

按那名白金汉宫消息人士的
说法，女王的目标是尽快为危机
找到解决办法，但这需要“复杂
和周密的讨论”，任何协议的达
成都需要时间。 （据新华社）

英女王举行紧急会议

商讨哈里王子“未来安排”

据新华社 世界卫生组织12
日宣布，已收到中国分享的从武
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例中
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
列信息。世卫组织还表示，不
建议对中国实施任何旅行或贸
易限制。

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
说，12日已从中国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
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
息，包括从病例中检测到的新
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
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
重要意义。

世卫组织说，关于这种新型
冠状病毒的研究已排除了一些可
能，它不是流感、禽流感、腺病

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
毒(SARS-CoV)、中东呼吸综
合征冠状病毒(MERS-CoV)等
呼吸道病原体。

对于中国针对这种新型冠状
病毒的调查和在武汉实施的应对
措施，世卫组织表示，其质量是
能够保证的。

去年12月底以来，武汉确
诊多例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
者，患者主要是武汉市华南海鲜
批发市场的经营及采购人员，目
前该市场已休市。截至今年1月
10日，初步诊断有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其中
重症7例、死亡1例。世卫组织
在声明中指出，死亡的1例患者
有其他健康问题。

世卫组织：

中国分享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

据新华社 的黎波里消
息：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与利
比亚东部武装力量“国民军”
12日互相指责对方在首都的
黎波里南部违反了相关停火协
议。

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就在停火协议生效后
的几分钟内，“国民军”就在
的黎波里南部萨拉赫·阿丁和
瓦迪·拉比两个地区违反停火
协议。

“国民军”则发表声明表
示，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军队
在的黎波里南部违反停火协议

30余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俄罗

斯总统普京本月8日在伊斯坦布
尔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呼
吁利比亚交战方从12日零时起
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
后，利比亚陷入动荡。目前，利
比亚两大势力割据对峙。得到联
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与支持
它的武装力量控制西部部分地
区，国民代表大会则与“国民
军”结盟，控制东部和中部地
区、南部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
市。

土俄呼吁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利比亚对立双方互指违反停火协议

新华社突尼斯1月 13日
电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
萨拉杰和武装力量“国民军”
领导人哈夫塔尔13日分别赴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些媒体
报道，两人可能举行会谈，并
可能正式签署停火协议。双方
部队此前已于当地时间12日
零时开始实施停火。

分析人士指出，受土耳
其、俄罗斯等国影响，利比亚
战事在短时间内经历从骤然升
级到暂时缓解的“大起大
落”。尽管冲突双方已进入停
火状态，但未来当地局势可能
随着大国博弈再起波澜。

外 部 斡 旋 促 停 火

利比亚自2011年卡扎菲
政权被推翻后陷入动荡，目前
呈现两大势力割据对峙的局
面。得到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
结政府控制西部部分地区，

“国民军”与国民代表大会联
手控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南部
主要城市及部分西部城市。外
媒认为，“国民军”一方获埃及、
沙特、阿联酋、俄罗斯、法国支
持，民族团结政府一方得到卡
塔尔、土耳其、意大利力挺。

本月2日，土耳其议会授
权本国政府向利比亚出兵，利
比亚战事随后骤然升级。民族
团结政府指控“国民军”于3
日向首都的黎波里米提加国际

机场及其周边地区发射了20余
枚火箭弹，于4日空袭了的黎波
里一军事学院。“国民军”6日
宣称从民族团结政府手中夺取了
的黎波里以东450公里的港口城
市苏尔特。

此后，俄罗斯等国积极斡
旋，为利比亚局势“降温”。俄总统
普京8日访问土耳其，俄土双方
呼吁利比亚交战双方自12日零
时起停火。普京11日又分别与阿
联酋和卡塔尔领导人通电话，商
讨利比亚局势，还与到访的德国
总理默克尔会谈，表示支持在柏
林举行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

面对外部斡旋，民族团结政
府表示，欢迎土俄的停火呼吁。

“国民军”也宣布，只要民族团
结政府军队停火，“国民军”也
将自12日零时停止军事行动。

专家指出，利比亚局势受外
部因素影响很大。中国社科院西
亚非洲研究所中东问题专家王金
岩说，“国民军”在战事方面处
于优势，此次“观望性停火”应
该是受到俄罗斯、埃及、阿联酋
等国的压力。

未 来 前 景 不 乐 观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利比亚
冲突双方并不真正相互信任，外
部还有复杂的大国博弈因素，本
次停火能持续多久难以预料。

就在停火开始后的第一天，
冲突双方就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

承诺。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份声明
中说，停火生效几分钟后，“国
民军”在的黎波里两处地点有军
事行动；“国民军”指挥官马布
鲁克·加扎维说，民族团结政府
武装在不止一处使用了包括火炮
在内的各种武器。

王金岩表示，民族团结政府
是否严格实施停火、相关“盟
友”能否兑现承诺，都将影响

“国民军”今后的行动。双方间
的停火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有专家认为，监督机制缺位
也使停火前景不容乐观。利比亚
国际关系专家哈立德·蒙塔西尔
说，冲突双方应接受国际舆论监
督，任何违反停火承诺的一方都
应受到实质性制裁。

关于利比亚局势的长期走
向，利比亚大学教授米卢德·哈
吉认为，这主要取决于外部一些
国家在利比亚问题上达成的协
议，无论是民族团结政府还是

“国民军”都很难对此产生决定
性影响。他还表示，土耳其出兵
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使利比亚局势
越来越“叙利亚化”，将导致更
多支持“国民军”的外部势力向
利比亚输送武器和军队。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利比亚
可能在外部势力帮助下度过危
机。利比亚政治分析师法拉杰·
提克巴利表示，俄罗斯和土耳其
将对利比亚冲突双方的停火能否
持续至恢复政治对话起到决定性
作用。在两国推动下，利比亚危
机有望最终得到解决。

利比亚开始“脆弱”停火
分析人士：大国博弈或再起波澜，未来前景不容乐观

据新华社 伊拉克萨拉赫
丁省驻有美军的拜莱德空军基
地12日晚遭到火箭弹袭击，
造成4名伊拉克空军人员受
伤。

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

12日发表声明说，拜莱德空军
基地遭到8枚“喀秋莎”火箭弹
袭击，造成4名伊拉克空军人员
受伤，其中包括2名军官。声明未
提及更多细节。目前尚无任何组
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伊拉克一空军基地遭袭
造成4人受伤 包含2名军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