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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委：拥堵费出台尚无时间表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梁天韵)

在正在召开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交通委
员会委员容军表示，出台拥堵收费政策目前
没有时间表，尚在持续研究当中。此外，不会
贸然出台空气重污染期间公共交通免费政
策。

容军表示，近年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
等背景下，北京的出行特征也在发生变化。
例如每年都有新通车的轨道交通、部分政府
机关今年年底将启动搬迁至通州等，都对公
共出行产生影响。研究机构正在通过大数据
手段，跟踪分析交通出行新变化。

“任何一项政策都不会突然出台，一定会
通过依法行政程序，广泛征求市民意见，并逐

渐形成社会共识，再平稳启动。”容军表示，拥
堵费政策涉及面广泛，制定出台将建立在认
真深入的研究基础之上。

此外，容军表示，不会贸然出台空气重
污染期间公共交通免费政策。他说：“北京
人口集中、公共交通客运量巨大，地面公交
和轨道交通每天的客运量达到 1100 多万
人次，高峰时段拥挤度很高。如果贸然采取
免费政策，风险非常大，难以保证运营安
全。”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
2017 年将继续加密城市轨道交通网，分段开
通试运营 S1 线、燕房线、西郊线，加快建设 7
号线东延、八通线南延、平谷线等线路，通车
里程超过 600 公里。

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

则,落户者积分将公示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乌梦达)
记者 16 日从北京市人大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北京正制定“积分落户”实施细则，达到落
户条件的人员积分情况将在网上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

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北京
市人力社保部门正在制定积分落户政策实
施的细则，正在明确认定标准、规范操作流
程。该政策指标体系涉及 13 大类、29 个细
项目指标，具体申报开始时间还未最后确
定。目前，有关部门正在按计划加快推进工

作，要努力做到方便百姓办理，让申请人少
跑路。

据介绍，《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试
行)》2017 年起实施。申报积分落户的资格条
件包含持有北京市居住证、法定退休年龄以
下、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7 年、无刑事犯罪
记录等。

李素芳表示，实施积分落户，要确保在
阳光下运行。政策公开透明，对各类申报人
标准统一，将通过市区、部门间联网资格审
核，确保申请人信息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最
后落户环节，在保护申请人隐私的前提下，
达到落户条件的人员具体的积分情况，将在
网上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公平公
正。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王晓
洁、倪元锦)北京市代市长蔡奇 16 日下
午与参加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
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工作顾问座谈，共商
高标准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他表示，建
设城市副中心欢迎港澳人士出“金点子”。

13 位港澳委员、港澳台侨工作顾问
踊跃发言，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设
计、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配套、生态保护、
环境整治、文化保护等方面建言献策。

北京市政协特别邀请人士、香港胡
百全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郑慕智建议，
北京城市副中心要在社区配套设施方面
尽早规划、协调，安排好社区服务、医疗、
保健的公共设施，还应提前规划中小学
和幼儿园用地。

郑慕智建议，北京可以借鉴香港的
两个经验。其一，利用天桥和地下通道连
接重点区域的大厦，方便行人往来，尽可
能减少车辆使用；其二，在新建大厦里安
排足够停车位，设立车辆上下车地点，避
免堵塞。

北京市政协特别邀请人士、霍英东
基金董事霍震宇建议，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建设要强调绿色共享，成为循环经济
的示范区。他表示，副中心可以积极进行
政策创新，引进人才和技术。在发展绿色
经济的路上，企业家应该与政府共同努
力、缔造美好家园。

北京市政协列席人员、优客工场董事
长毛大庆建议，北京城市副中心应考虑提
升线上行政审批能力，促使各级政府通过
互联网实现实时在线审批、联合审批、数
据互换，提升百姓办事的满意程度。

北京市政协特别邀请人士、澳门特区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柯岚建议，北京城市
副中心应注重文化保护、体现中国特色。

“北京是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城市副
中心的建设，应该体现个性化文化元素，
并对成片的街区进行保护。”柯岚说。

蔡奇表示，大家的真知灼见都是“金
点子”，市政府将把大家的意见建议带回
去，认真研究、吸收采纳。建设城市副中
心，要站在千年大计的高度，以最先进的
理念、最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积极稳步
推进。

蔡奇说，最先进的理念，就是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
念；最高的标准，就是要把城市副中心建
设成为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示范
区，是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最好的质量，就是发扬工匠精神，精心打
磨，打造让人眼前一亮的精品力作，规划
建设要与先进技术结合，不留历史遗憾，
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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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回家路
▲ 1 月 16 日，上海铁路局上海客运段执乘上海至拉萨 Z164 次旅客列车的乘务员，为

旅客赠送新春吉祥物，并为返乡的藏族旅客烹饪特色饮食，营造温馨祥和的回乡旅程。

新华社记者陈飞摄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新媒体专电(王
芳)新华社主办的“中国网事·感动 2016 ”
年度颁奖典礼将于 1 月 21 日在中国传媒大
学 4K 超高清演播厅举行，由专家评审和公
众投票综合得出的年度十大网络感动人物结
果将在现场公布。

“中国网事·感动 2016 ”年度人物评选
活动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开始，在新华网上
发起投票，至 12 月 20 日投票截止，吸引亿
万网友参与投票，较去年相比网友参与度更
高，影响范围更广。

专家评审会于 2016 年 12 月 23 日在新
华社召开，中央网信办、新华社、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地方省(区)党委宣传部、网信
办、地方媒体和主要商业网站的 40 余名相
关负责人参加了评审会议。

经评审会专家投票，评选按照 45%
公众支持率与 55% 评委支持率的权重，
评选出 2016 年度十大网络感动人物，评
选结果将在 1 月 21 日的颁奖典礼上正式
揭晓。

“中国网事·网络感动人物评选”由新

华社发起并主办，新华网、新华社“中国网
事”栏目、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承办，自
2010 年发起，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活动
深入基层挖掘典型人物事迹，通过网站、微
博、微信、手机客户端、手机短信等各种新
媒体渠道，吸引过亿网民参与投票，形成最
具中国道德力量传播力的“互联网+公益”
品牌。活动本着“起源于网，放大于网，互
动于网，影响于网”的宗旨，使上亿网民见
证了“网络无疆，人间有爱，大美无言，草
根有力”这一善举。

“中国网事·感动 2016”

颁奖典礼 21 日在京举行

浙江一医生暖心抱住躁狂患者获点赞
网民期盼医患关系能够定格在这一刻

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韦骅、公兵)近日有外媒
报道，日本足协计划邀请中国与韩国共同申办 2030 年世界
杯。16 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中国足协，足协权威人士表示
并不知情。

根据外媒的报道，日本原计划单独申办 2030 年世界
杯，但根据国际足联的计划，从 2026 年起世界杯的参赛规
模将从原有的 32 支扩军至 48 支，这对承办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以日本现有的能力将无力单独申办。在外媒看
来，中国与韩国均是理想的合作伙伴。

记者就此事询问了中国足协权威人士，得到的回应是
“暂没听说”。

日本与韩国曾联合举办 2002 年世界杯，该届世界杯也
是中国国家男足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世界杯正赛经历。

中国足协：

没听说日邀中韩合办世界杯

据新华社深圳 1 月 16 日电(记者毛思
倩)提到搭乘网约车，乘客往往会担心安全
问题。深圳交警 16 日与滴滴出行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将构建网约车用户信用体系，未
来乘客行程还可一键分享给警方。

根据合作协议，滴滴出行将在 APP 的
“行程分享”模块中增加“分享给交警”的功
能，用户在自愿前提下，可以将其行程分享
至深圳交警后台报备。同时，滴滴出行将提
供相应的查询接口，供交警开展案件、事故
调查等情形时查询相应信息。

据深圳市交警局指挥处副处长夏旭昆
介绍，深圳交警将联合企业构建网约车从
业者信用体系，保障行业规范稳定。

深圳乘客搭网约车

行程可向警方报备

据新华社厦门 1 月 16 日电(记者颜之
宏)记者从南昌铁路局获悉，福州至厦门高
铁漳州段日前开工建设。福厦高铁建成通
车后，从厦门到福州，将从现在的 2 小时车
程缩短至 1 小时左右。

据介绍，福(州)厦(门)高铁自福州市引
出，向南经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终至漳
州市。该条铁路全长 294 . 1 公里，为设计时
速 350 公里的双线铁路，全线共设车站 7
座，其中漳州站为既有车站改扩建，福州
南、莆田、厦门北站为并行既有站新建车
场，福清西、泉港、泉州南站为新建站。

据了解，福厦高铁项目投资估算总额
为 530 . 4 亿元，建设工期 5 年。

福厦高铁开工建设

车程将缩至 1 小时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徐博)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 16 日发布消息称，人社部近日印发了《进一步减
少和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的改革方案》，要求进一
步减少和规范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改革方案指出，2013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分七批取消
了 434 项国务院部门设置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削
减比例达到原总量的 70% 以上。

改革方案提出，继续加强后续清理工作，对剩余的 184
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除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
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外，要进一步研究清理取消。

对已经取消的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要确保清理
到位，防止反弹或变相恢复。

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业准入证、上岗证等，一律取
消；对虽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民人
身财产安全关系不密切的行业准入证、上岗证等，提请修订
法律法规后予以取消或进行优化整合。

人社部：

进一步减少职业资格许可

新华社杭州 1 月 16 日新媒体专电(记者
黄筱)“病人哭喊着跑到走廊上，护士、家属都
拉不住他，胡医生一来上前一把抱住，他马上
就安静了。”回忆起 16 日中午发生的一幕，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浙医
二院”)骨科的医务人员和病人家属，都说那
个瞬间意外又暖心。

16 日中午，浙医二院骨科住院病区一位
患者突发躁狂，拔掉引流管，连哭带喊冲出病
房，很多医生、护士、家属都拦不住。焦急的护
士急忙电话通知主治医生胡何佳，“就在离我
办公室不远的位置，当时有很多人围着，大家
劝他回去，他不愿意也不让别人靠近。”

胡何佳穿过人群走上前，病人回头看到
他，叫了一声“胡医生”后主动伸出手，胡何佳
毫不犹豫一把将病人搂进怀里。两人相拥的
瞬间，病人立刻安静下来不再哭闹。“我抱着
他，他啜泣着说自己压力大很焦虑，我让他不

要紧张，安慰着拍他的背。”胡何佳说。
几分钟后病人的情绪慢慢稳定，胡医生

陪他回到病房。原来这位病人是一名工人，1
月 5 日工作时不慎出了意外，右手卷进机器
里，右手及右前臂被机器绞伤。在接连做了三
次手术后，病人得知后期还有植皮、内固定等
多次手术，手臂功能也需要进一步康复治疗，
因担忧将来的生活，他出现了焦虑不稳定情
绪。

胡何佳说，发现病人有焦虑情绪后已经
请了精神科介入帮助治疗，自己每次查房时
也会多跟他聊天，“没想到会突然情绪起伏这
么大，但他并不是精神病，希望其他患者和家
属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胡何佳抱住病人的照片被他的同事在
朋友圈发布后，迅速在网上刷屏，许多网民
表示彼时彼刻医生就是他最信任的人，期盼
医患关系能够定格在这一刻。

网民“Mad-Girls”说，“突然想哭，一份
信任与包容多么重要啊！”另一位网民则表
示希望多些这种正能量事件，让医患关系回
归原有的信任。

 1 月 16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骨科医生胡何佳在病房走廊
里，抱住突发躁狂病人。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6 日电(记者安蓓)记者 16 日从国
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出《关于推进按病种收费工
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全面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工作。通知
公布了 320 个病种目录，供各地推进按病种收费时选择。通
知明确规定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都要选取一定数量的病种
实施按病种收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地区 2017 年
底前实行按病种收费的病种不少于 100 个。

通知明确，各地要按照“有激励、有约束”的原则制定各
病种收费标准，原则上实行最高限价管理，并逐步建立收费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按病种收费包含患者住院期间所发生
的诊断与治疗等全部费用，不得在病种费用之外向患者另
行收费。

医疗服务实行按病种收费是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
长、减轻患者负担的重要手段。

发改委、卫计委、人社部：

全面推进按病种收费改革

据新华社杭州 1 月 16 日电(记者陈晓
波)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6 日一审
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
健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案，
认定被告人褚健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犯故意销毁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对褚健贪污所得财物予以追缴。

法院审理查明，1999 年至 2002 年，被
告人褚健利用担任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工
程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浙大海纳中控自
动化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务便利，侵
吞、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 238 . 1803 万元；
2012 年下半年，被告人褚健指使他人销毁
相关公司单位的会计账簿，情节严重。

浙大原副校长褚健

一审判三年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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