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每年70万人
死于“超级细菌”

每年全球约70万人死于“超
级细菌”感染，23万新生儿因此不
治夭折，2050年死亡人数可能超
过1000万……世界卫生组织最
新披露的一组数据令人心惊，抗
生素滥用是罪魁祸首。

合理使用下， 抗生素是细菌
的“克星”。如若滥用，病菌对抗菌
药物产生“免疫”，化身“超级细
菌”，被感染者“无药可救”。 2016
年“世界提高抗生素认识周”到来
之际， 国家卫生计生委呼吁提高
公众对抗生素的认识， 促进合理
用药，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2016年8月， 国家卫生计生
委发布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
动计划（2016———2020年）》，支
持抗生素研发，对抗生素的生产、
流通、使用等各环节加强监管。我
国抗生素顶层设计和管理机制已
初步建立。 ■据新华社

我国90%以上的
乡镇设立交管站

截至目前， 我国90%以上的
乡镇设立了交管站（办），50%以
上的行政村设立了交通安全劝导
站。 这是记者17日从向农村交通
安全劝导员“送安全”活动中获悉
的。

为弥补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力
量的不足，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
农村开展“两站”“两员”建设，成
立了农村道路交通安全劝导员队
伍， 主要承担劝阻交通安全违法
行为、 协助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 排查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等工作。截至目前，我国已有乡镇
交通安全员10万多人， 农村交通
安全协管员和劝导员50多万人，
农村交通安全管理力量严重不足
的问题得到缓解。 ■据新华社

17日12时41分，神舟十一
号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成功实施分离，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即将踏上返回之旅。 截至
目前， 他们在天宫二号空间实
验室已工作生活了30天， 创造
了中国航天员太空驻留时间的
新纪录。

组合体分离前， 航天员在
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 撤收
了天宫二号舱内的有关试验装
置和重要物品， 放置到神舟十
一号飞船返回舱中。 离开天宫
二号空间实验室前，景海鹏、陈
冬向地面科技人员和关心支持
航天事业的人们表达了感谢和
敬意。

随后，2名航天员身着舱内
航天服， 回到神舟十一号飞船
返回舱，关闭返回舱舱门，进行
返回前各项准备工作。 两个航
天器分离后， 神舟十一号飞船
首先撤离至120米停泊点保持
位置，状态确认正常后，在地面
指令控制下逐渐远离天宫二号
空间实验室。

一天后， 神舟十一号飞船
返回舱将首次从高度约393公
里的轨道上返回， 考核从空间
站运行轨道返回的相关技术。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将继续在
轨运行、开展有关科学实验，于
2017年4月接受天舟一号飞船
的访问。 ■据新华社

针对美国当选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要求日
本“全额”承担驻日美军费用
的表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
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近日陆续
发声，拒绝负担更多。

日本每年究竟需要向美
国缴纳多少“保护费”？《读卖
新闻》16日援引防卫省内部数
据报道，日本一年承担的美军
驻留经费近7600亿日元（1美
元约合109.7日元），在美国盟
国中列首位，已接近现行制度
下的极限。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表
示，如果自己当选，将要求日
本和韩国“百分之百”负担美
国驻军的费用。 他当时说，如
果这些国家不愿意负担更多
费用， 美国就应该“准备走
人”，即从当地撤军。

对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4日表示，驻日美军经费应由
日美“合理”分担。日本防卫大
臣稻田朋美11日也说，日方为
此负担已经足够，不会再多掏
钱。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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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近日， 四川省岳池县杨天
直在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场所
附近， 被张某等犯罪嫌疑人哄
骗并强制送回死亡事件引发社
会舆论关注。记者17日获悉，国
家信访局对此高度重视， 已责
成四川省信访局迅速查明情况
并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依法依
规妥善处置。

国家信访局表示， 这是一
起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同时也
暴露出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
门法治观念淡漠、 信访工作责
任落实不到位、 严重违反信访
工作纪律等问题， 必须深刻汲
取教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杜
绝类似问题发生。 群众通过信
访渠道反映问题， 是宪法赋予
公民的正当权利。 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任何方

式干扰和阻碍群众正常信访行
为，一旦发现，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

国家信访局已就此事向全
国信访系统发出通报， 要求各
地按照中央要求和《信访条例》
规定，认真落实信访工作责任，
严格信访工作纪律， 依法、规
范、有序开展信访工作。对发现
的利用信访牟利、 限制信访人
人身自由等情况，要坚决抵制、
及时报警，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
依法打击。 对群众反映的合理
合法诉求， 要及时就地解决到
位，不得推诿拖延、敷衍塞责。
对责任不落实、 工作不到位导
致问题久拖不决、矛盾激化，甚
至引发极端恶性事件的， 要严
肃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
任。 ■据新华社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辩护
律师柳荣夏17日说，由于他需
要更多时间进行“闺蜜门”事
件的相关准备工作，因此朴槿
惠无法在检方要求的日期前
去接受问询，相关调查可于下
周启动。

韩联社说，虽然朴槿惠此
前已同意就“闺蜜门”事件接受
检方调查，但双方连日来就启动
调查的时间进行着“拉锯战”。

检方特别调查本部原定
于16日进行对朴槿惠的“面
对面”问询，随后“越过底线”
推迟至17日。 在柳荣夏要求
下，检方表示问询时间“最晚

推迟至18日”。 而他的最新表
态则意味着已拒绝检方的“最
后通牒”。

朴槿惠方面连续推迟问
询时间的做法引发一些民众
质疑。不少人认为，朴槿惠此
举是在收回之前的承诺，表明
她不愿接受检方直接调查、不
愿全力配合。 针对这一说法，
柳荣夏予以否认。

16日，总统府青瓦台明确
表明立场，称朴槿惠不会考虑
立即主动下台或“有序退位”，
因为这“有违宪法精神”且会
造成“国政运转空白”。

■据新华社

“任何人不得干扰阻碍正常信访行为”
国家信访局责成四川查明访民被遣返死亡情况

马怀德、王俊峰、顾永忠等
8名来自法学界和律师界的资
深人士17日受聘成为司法部法
律顾问。 这是司法部为健全完
善工作制度、 提高依法行政能
力而推出的又一重要举措。

据悉，这8名法律顾问理论
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熟悉
司法行政法律制度， 有的还参
与过司法行政研究和论证等活
动，在业界均具有较大影响力。

今后，司法部法律顾问将作
为司法行政重大理论和实务工作
的“参谋”和“智囊”，履行为司法部
的重大决策、重大行政行为提供法
律意见， 参与司法部办理的法律、
法规、规章等的论证、起草和修改
工作， 参与司法部行政复议等法
律事务， 以及为司法部办理政府
信息公开、处置涉法涉诉案件、
信访案件和重大突发事件提供
法律服务等职责。 ■据新华社

司法部组建法律界“智囊”团
为信访案件等提供法律服务

11月17日，工作人员在深圳土洋码头搬运走私废旧衣物。当日，深圳海关开展销毁
走私废旧衣物行动，计划销毁进口走私废旧衣物1046吨。据悉，这批进口走私废旧衣物
是今年6月及9月由深圳市公安边防支队在深圳海域截获并移交海关处置。 新华社 图

销毁千吨
“洋垃圾”

神舟十一号飞船撤离天宫二号
航天员即将踏上返回之旅

搭载航天员景海鹏、 陈冬
的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返回进
入倒计时， 位于内蒙古中部草
原的主着陆场区参试设备状态
良好，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已经
具备执行任务能力。

神舟十一号将是中国载人
航天史上首艘在冬季返回地面
的载人飞船。 据西安卫星测控
中心主着陆场区指挥部指挥长
李权介绍， 这将给搜救工作增

加难度。 内蒙古四子王旗地区
近日最低气温已低于零摄氏
度。在返回舱着陆后，舱内温
度会降低，搜救队员要在半小
时内将航天员救援出来，以往
在舱内进行的重力适应过程，
这次也将转移到气温稍高的
直升机上进行。 航天员出舱
后，工作人员将会为他们穿上
特制防寒服，添置保暖型睡袋
和盖毯。 ■据新华社

气温低，搜救队员需半小时内救出航天员

着陆准备

朴槿惠方面拒绝检方“最后通牒”

韩国教育部门16日就总
统朴槿惠“闺蜜”崔顺实之女
郑某获“特殊待遇”发布初步
调查结果，显示郑某高三整个
学年仅出勤17天，仍然顺利毕
业，此外，她在高中期间还享
受种种优待。

郑某2015年以“马术特长
生” 资格被梨花女子大学录
取。韩国媒体爆料，郑某是“走
后门”才上的这所名校，梨花女
子大学为了录取郑某而特别修
改招生简章， 当年首次招收马
术特长生，算是“萝卜招生”。

朴槿惠“闺蜜”女儿高三出勤17天仍毕业

调查

算算日本要给美国交多少“保护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