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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人过中年，很多人站也
不舒服，坐也不舒服，觉得浑
身上下像生锈一样，最初不
在意，直至腰膝关节疼痛麻
木、肿大变形，严重影响到生
活。【千年活骨膏】是以跳伞
员腰膝关节病为课题，潜心
研制而成的准字号产品。其
方精选骨碎补（补骨生髓）、
千年健（祛痛消肿）...等36味
地道中药，遵照古法加入香
油，手工熬制成膏。适用于
膝关节退变、骨刺、滑膜炎、
半月板损伤、颈腰椎间盘突
出、膨出等症引起的疼痛、肿
胀、僵硬、坐骨神经疼、蹲起
困难等病症。经络疗法，穴
位贴敷，按疗程使用效果更
佳。千金易得，健康难寻！
免费热线：400-000-6578
400-999-6131（北京空总
医院本草堂医药部）全国免
费邮寄，药到付款。陕食药
监械（准）字2014第2260065
号 陕 医 械 广 审 ( 文) 第
2017060092号 请在医务人
员的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经济信息

香油膏
妙治颈腰椎 膝关节病

本报讯 继杭州、广州、成
都、北京等城市先后推出住房
租赁监管服务平台后，武汉市
也于近日上线住房租赁监管平
台，肇庆、厦门、沈阳、合肥等地
也给出了平台搭建的时间表。
随着“租售并举”住房制度的推
进，有着官方背景的租房平台
被业界视为解决租房市场虚假
房源多、合同无备案、随意涨租
金等“痛点”的一大抓手。

据报道，10 月 19 日上线
的广州智慧阳光租赁平台，目

前房源发布者大部分为长租公
司和官方机构，备案房源超过
2 万套，个人房东和中介公司
发布的房源数量还较少。目
前，在房屋租赁市场，不备案、
不缴税的房东并非少数。按照
广州市个人出租房屋税收政
策，假设放租一套 2500 元/月
的住宅备案后，每个月需缴纳
150元的税，一年就需交1800
元税费。房东杜先生表示：“要
交税没关系，现在中介费一般
是一个月的房租，用这个平台

就能省掉中介费，一年算下来
还是划算的。”

业内人士认为，地方政府
出面建立房屋租赁平台既有规
范市场的考虑，也是为了从政
策上驱动“租售并举”这一民生
大计，对于解决租赁市场信息
不对称、信用不完善等方面
的问题有促进作用。未来，
随着企业和政府所持租赁房
源比重不断大增，整体租金水
平将会更趋合理。（摘编自《羊
城晚报》）

多地力推官方租房平台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
7 日在中国人大网首次公布，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草案第12条明确，监察机
关按照管理权限对六类公职
人员进行监察。包括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
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
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
关的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
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

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
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公办的教
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
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
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
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
履行公职的人员。

草案共用了16条规定明确
监察机关的调取证据、讯问、询
问、留置、查询、冻结、搜查、扣
押等权限。对于颇受关注的

“留置”，草案规定，被调查人涉
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
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监察机
关已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
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
步调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将其留
置在特定场所：涉及案情重大、
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
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
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
查行为的。（摘编自《华商报》）

6类公职人员纳入监察范围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上
午结束了其任内首次对中国的
国事访问。此行中颇有意味的
一个环节是，特朗普和夫人梅
拉尼娅 8 日抵达北京后，即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
丽媛陪同下参观了故宫博物
院。在中美关系史上，虽有多
位美国总统到访过故宫，但这
样的高规格接待尚属首次。

“国事访问+”级别

在特朗普访问中国前，中
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透露：“我们
会按照‘国事访问+’的规格来
接待此访。这意味着除了国事
访问的规定动作，包括检阅仪
仗队、正式会谈、举办国宴等之
外，还会有一些特殊安排。”

将两国元首的见面地点
设在故宫或许就在“特殊”之
列。在特朗普之前，曾有 7 任
美国总统先后出访中国，其中，
尼克松、克林顿、奥巴马都曾到
访故宫。此外，德国、法国、印

度等多国首脑也在访华期间逛
过故宫。但使故宫成为访华后
的第一站，特朗普是第一个，由
中国国家主席陪同参观更是前
所未有。1972 年尼克松访华
时，陪同他参观故宫的是叶剑
英。1998 年克林顿参观故宫
时，陪同他参观的是时任故宫
博物院副院长谭斌。2009 年
奥巴马参观故宫时，由时任故
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陪同。

访华美总统最爱去长城

回顾历史，8 位在任内访
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除了在故
宫留下足迹，闻名中外的八达
岭 长 城 几 乎 是 必 经 之 地 。
1972年2月，首位来华访问的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离开北京的
最后一天与夫人游览了八达岭
长城。1975 年 12 月，来华访
问的美国总统福特和夫人共同
游览了长城。1984年4月，来
华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携夫人
南希游览了八达岭长城。

1998 年 6 月 28 日，时任
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偕
同家人游览了位于北京怀柔区
的慕田峪长城。2002 年 2 月
22日，任内共访华四次的美国
总统小布什在第二次访华期间
携夫人劳拉游览了八达岭长
城。2009 年 11 月，时任美国
总统奥巴马登上了八达岭的三
个烽火台，他说：“我从这里带
走的是对中国文明的钦佩，带
来的是美国人民的问候。”

西安兵马俑也受青睐

毫无疑问，北京历来是美

国总统访华的必经之处，甚至是
唯一目的地。不过，上海、杭州、
西安也曾迎来多位美国总统。
其中，西安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成
为美国总统们的热衷之地。

1984 年 4 月 29 日，里根
与夫人南希到西安参观兵马
俑，并享受一般人没有的待遇：
下坑到陶俑旁边。他还幽默地
请求接待人员准许他摸一下陶
马。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
在为期 9 天的访华行程中，共
抵达西安、北京、上海、桂林、香
港 5 个城市。在西安，克林顿
同样参观了兵马俑。

此外，天坛、颐和园、十三
陵、漓江等著名旅游胜地也是
美国总统访华行程中的热门之
选。1975年12月1日至5日，
福特访华期间不仅和夫人攀登
了长城，还游览了天坛和颐和
园。1998年7月2日，克林顿
与夫人希拉里及女儿一起前往
桂林，游览了漓江。（摘编自外
交部网站、《法制晚报》）

美国总统访华爱爬长城逛故宫

■国际速读

意大利 81岁前总理有
望复出 81岁的意大利前总
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似
乎有东山再起的势头。近
日，他领导的中右翼党派联
盟在一场关键地方选举中
获胜。由于这场选举被视
为明年5月全国议会选举的

“风向标”，外界普遍认为，
这位政坛老将欲借这次胜
选的东风强势复出。贝卢
斯 科 尼 分 别 在 1994 年 、
2001 年、2008 年三度当选
总理，为二战后意大利任职
时间最长的总理，2011年11
月辞职下台。在去年 80 岁
生日期间，贝卢斯科尼曾称
自己已经“服老”，准备远离
政治。（摘编自《新民晚报》）

哥伦比亚一举查获 12
吨可卡因 哥伦比亚总统桑
托斯8日宣布，警方在西北
部展开的扫毒行动中查获
总重 12 吨的可卡因。这
是哥伦比亚迄今查获毒品
数量最大的一次行动。据
报道，这些毒品估计黑市价
值约为 3.6 亿美元（约合
23.8亿元人民币）。（摘编自

《北京晚报》）

■数字中国

58.2岁
国家卫计委 10 日发

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
告 2017》。 数 据 显 示 ，
2016 年中国流动人口规
模为 2.45 亿人，比上年末
减少了171万人。根据该
报告，我国留守儿童监护
人平均年龄为 58.2 岁，接
近95%的留守儿童主要监
护人为祖父母和外祖父
母，监护人文化程度在小
学及以下者超70%。留守
儿童与父母通话频率低，
通话时间短，40.4%的留
守儿童与父母每周通话一
次。儿童患病就诊比例较
低，仅为62.9%。

49∶1
2018 年国家公务员

考试报名日前结束。据统
计，此次招考，报名人数超
过156万，138万余人通过
审核，创7年数量之最，岗
位竞争比为 49∶1。其中，
中国计生协会国际合作部
联络处主任科员及以下一
职竞争比最高，过审人数
2666 人，竞争比 2666 ∶1。
与此同时，有 119 个职位
无人报考。

习近平夫妇陪同特朗普夫
妇参观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