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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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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4 日，工信部
宣布开展信息通信领域
App 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
治行动，重点整治违规收集
用户个人信息、违规使用用
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
户权限、为用户账号注销设
置障碍等四个方面的8类突
出问题。整治时间为 2 个
月。（摘编自《北京青年报》）

●即日起至 10 日，第
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此次进博会的主宾国数量
从12个增加到15个，有24
个国家为首次亮相。企业
展总展览面积达33万平方
米，涵盖装备、消费、食品、
健康、服务等五大板块、七个
展区，来自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3000多家企业签约
参展。（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 11 月 5 日 1 时 4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第49颗北斗导航
卫星。该卫星搭载了试验
用的新型原子钟，能够更好
提高时间精度，主要覆盖我
国及周边地区，将进一步提
升这些地区的导航精度，为
用户提供更加精准的导航
服务。（摘编自《北京晚报》）

■数字中国

5万元
11 月 4 日，全国扫黑

办部署开展全国扫黑除恶
百日追逃行动，对 1278 名
涉黑在逃人员进行挂牌督
捕，公安部对 20 名重大黑
恶在逃人员发布 A 级通缉
令，省级公安机关将参照公
安部做法对3435名涉黑涉
恶在逃人员挂牌督捕。对
此次A级通缉令中的20名
重大黑恶在逃人员，群众提
供有效线索为抓捕工作发
挥关键作用的，每抓获一
名，公安部将给予5万元奖
励。（摘编自《南方都市报》）

本报讯 近日，包括中国铁路上
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武汉局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
公司等多家铁路公司发布消息：12
月 1 日起，按以公布票价为高限，实
行灵活折扣的差异化定价机制，对所
属部分高铁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优
化调整。票价有升有降，最大折扣幅
度达到5.5折。

此次对所属部分高铁动车组列
车执行票价优化调整，以公布票价为
最高限价，分季节、分时段、分席别、
分区段在限价内实行多档次票价。
广铁受此影响的主要是广州到潮
汕、梅州、厦门、南宁这几个方向的
列车。武汉局集团公司对沪汉蓉铁
路宜昌至重庆段部分高铁动车组列
车的执行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最大

折扣幅度 6.5 折。成都局集团公司
对重庆至贵阳、宜昌至重庆部分高
铁动车组列车的执行票价进行优化
调整，最大折扣幅度5.5折。上海局
集团公司对东南沿海铁路部分动车
组列车进行优化调整，最大折扣幅
度5.5折。

以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和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为例，按照5.5
折最低折扣，目前兰州到西安的票
价为 174.5 元，在最低价时，或将只
需 96 元。从广州南站出发到潮汕
站的列车票价为二等座 181.5 元、
一等座 270.5 元。12 月 1 日后有 7
趟列车票价不变，其中 1 趟 G6317
次二等座和一等座分别降了 11 元
和 17 元。另外 10 趟车二等座和一
等座则分别涨了6元和10元。（摘编
自澎湃新闻）

多地高铁动车票价密集调整

11月3日，国家文物局通
报：山西省高平市政府近日召
开山西省2019年文物建筑认
养北部片区推介会，会上有10
家企业和集体与 10 处文物建
筑所有人签订《文物建筑认养
协议》。梳理发现，山西并非首
个推行文物建筑认养的省份。

多个地方推行相关办法

根据山西省文物局今年8
月发布的《山西省文物建筑认
养推荐项目名单》，山西省共有
296 处文物保护单位被推荐

“认养”，多为明清时期的文物
建筑，也有部分唐代、宋代、金
代、元代和近现代的文物点。

公开报道显示，2008 年，
浙江省金华市政府就发布了文
物建筑认养办法，首批 3 幢历
史建筑均很快被认领。据金华
文物局原局长方竟成透露，此
方法为金华市在国内首创。

2017年，安徽省政府颁布
《安徽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办法》，鼓励有能力的单
位或者个人“认养认租”。这也
是全国首个省级出台的鼓励个
人“认养认租”的法规。

认养者称将建研学基地

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文
物建筑认养的政策规定，在不
改变认养文物建筑所有权的前
提下，认养者可以享有不超过
20年的使用权，允许认养者在
文物建筑周边可利用的发展用
地范围内，依法合规适度开展
相应的建设或者经营活动。部
分符合条件的认养人可以终身
免费参观山西全省文博单位、
文物修复中心或文物景点。

认养了高平市一处文物
保护单位的山西省晋行记研学
中心负责人表示，“未来这里可
能会成为我们的一处研学基
地，让大家通过参观，了解到山
西地区的古建筑，了解到山西
的历史、文化”。

除了研学中心等组织机

构，认养文物建筑的还有当地乡
贤、民营企业家、文物建筑迷等。

认养能提供更好保护

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赵
曙光在山西省文物局官方网站
发布的文章中曾表示，在政府
投入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社
会力量的参与，认养文物模式
增加了养护资金的来源，有助
于从社会上筹得更多养护资
金，减轻政府压力，同时让更多
文物得到更好的保护”。

一名山西文物部门工作
人员认为，山西拥有约 5 万处
文物建筑，相比之下，参与保护
的文物工作者数量不足，通过
引入社会力量，可以让文物活
起来，“只要有人，很多文物建
筑都能得到最佳的保护，不但可
以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让更
多的人了解文物建筑，还能保护
文物建筑自身的安全。但认养
文物建筑之后也不能任性，比如
不能改变文物建筑的原有结构，

务必要注意文物建筑的消防安
全等。这些也会有文物部门随
时监督，保证文物建筑认养能够
切实地保护文物建筑”。

多国有类似经验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为吸引
私人投资者参与古建筑、古文
化遗产的修缮翻新，从2012年
1月推出了“1平米1卢布”的租
赁计划。按照该计划，市政府
对莫斯科市所属的破败古建筑
和庄园实行廉价租赁，承租人
经拍卖拍得之后，从缔约之日
起5年内对古建筑进行维修，随
后便可以每平方米1卢布的租
价获得最长49年的租赁期。

早期，法国的文物保护都
由国家承担，但是由于保护资
金捉襟见肘，2003年，法国开始
让部分古迹私有化，让有经济
实力的公司或个人投资购买使
用权并且负责建筑物的维修。
（摘编自《北京青年报》《浙江日
报》、新华社）

你愿意认养一座文物建筑吗

本报讯 11 月 4 日，国务
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商
中央组织部等20个有关部门，
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26条措施”），提出
台资企业可同等参与5G投资
建设，持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台
湾同胞购房资格与大陆居民享
受同等待遇等。“26条措施”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

“26 条措施”中涉及为台
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
13条，包括台企可独立参与重
大技术装备研发、5G等投资建
设，同等享受融资、贸易救济等
政策。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同
等待遇的措施13条，为台湾同
胞在领事保护、农业合作、交通
出行、通信资费、购房资格、文
化体育、职称评审、分类招考等
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包括

台湾同胞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使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
助，申请旅行证件；持台湾居民
居住证的台湾同胞在购房资格
方面与大陆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去年 2 月，两部委曾出台
惠台《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

“31条措施”），涉及产业、财税、
用地、金融教育、文化、医疗诸
多领域。（摘编自《成都商报》）

本报讯 11 月 4 日，第三
次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协 定
（RCEP）领导人会议在泰国曼
谷举行。会后，与会领导人发
表联合声明称，包含中国在内
的 RCEP15 个成员国结束全
部文本谈判及实质上所有市场
准入谈判，并将致力于确保明
年签署协议。然而，印度却在
这一关键时刻拒绝加入。

对印度来说，最显而易见
的担忧是外国商品带来的冲
击。印度媒体指出，RCEP可能
要求印度在未来15年内对目前
进口到该国的商品削减约90%
的关税，会冲击印度国内制造业。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印度
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毛克疾认
为，从印度国内政治方面来看，
印度最近进行的两场邦选举表

明，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基本盘
已向城市集中，说明就业和产
业发展已成首要考量之一，因
此在政府无力协调受益者、受
损者利益的情况下，完全避免
RCEP 冲击是最保险的选择。
因印度事实上放弃了RCEP创
始国的身份，东南亚国家会进一
步挤占印度原本可以占据的产
业位置。（摘编自《证券时报》）

■国际速读

美国启动退出《巴黎气
候协定》程序 11月4日，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确认，美国
国务院已致信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通知他美国将
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进程。蓬佩奥表示，《巴黎
气候协定》对美国经济而言
是“不公平的负担”。对此，
美国各界表示强烈反对。
（摘编自央视新闻）

普京解除 11名将军职
务 俄罗斯总统普京4日签
发总统令，解除11名在强力
机构任职的将级军官职务。
根据俄司法部官方网站披
露，当天被解职的将级军官
中有10名少将和1名中将，
此前分别在内务部、紧急情
况部、侦查委员会等强力机
构任职。今年2月及5月，
普京曾2次解除了近20名
在强力机构任职的将级军官
职务。（摘编自《北京日报》）

台湾同胞享购房资格同等待遇

暂不签RCEP，印度有多重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