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5月15日受权播发《事业单
位人事管理条例》。这一条例是我国第
一部系统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行
政法规，将于7月1日起施行。条例确
立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基本制度，在
公开招聘、聘用合同、社会保险、工资收
入等方面的相关
规定呈现出
改革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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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食指能动的英国科学家
斯蒂芬·霍金，被誉为“另一个爱因
斯坦”。在中国，脖子以下高位瘫
痪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被誉为

“中国霍金”。
16 年前，金展鹏突发疾病致

瘫，但他以病躯坚守岗位，培养了
一大批学术精英，创造了中国科技
界的奇迹。

金展鹏是中南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攻相图学。1979 年，他得到改
革开放后的首批出国留学机会，赴
瑞典皇家学院做访问研究。

在留学期间，金展鹏潜心钻
研，将传统材料科学与现代信息学
糅合，首创了三元电子扩散偶——
电子探针微区成分分析方法，实现
了用一个试样测定出三元相图整
个等温截面。而在此之前，德国科
学家必须用 52个试样才能达到同
样目的。这一方法，轰动了国际相
图界，被誉为“金氏相图测定法”。

金展鹏回国后组建了自己的
相图室，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
果。声名鹊起的金展鹏，被国际上
业界同行誉为“中国金”。从他团
队走出来的“金家军”，大多成为国
际相图界的高端人才。

1998 年，金展鹏因严重的颈
椎病，致使全身瘫痪，仅脖子以上
部分可以动弹。

除了脑袋能思维，金展鹏吃饭

要人喂，衣服要人穿，看书要人翻。
在轮椅上教书育人、潜心科研

16年，金展鹏完成了 1项国家 863、
3项自然科学基金和 1项国际合作
项目；培养了 20多位博士和硕士；
撰写了 17份关于中国材料科学发
展战略的建议书。2003 年，金展
鹏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6 年来，究竟是什么力量在
支撑着这位高位截瘫的老人，能克
服巨大的生理病痛继续奉献？“因
为，我活着对国家还有用。”金展鹏
这样回答。

16 年来，每天 10 时到 12 时、
16 时到 18 时，金展鹏的夫人胡元
英都会推着轮椅，送他来到学校相
图室，风雨无阻。

“学生是他的止痛药。”金展鹏的
夫人胡元英告诉记者，病床上的老伴
常被病痛折磨，但只要学生带着论文
来和他探讨，“他就立马忘了疼”。

金展鹏培养的 50 多名弟子，
分布在 17 个国家，活跃在材料科
学的国际前沿。美国相图专业委
员会有 27名成员，其中 6名华裔中
的 4名是金老师的学生。

每当有学生选择从海外学成
归国，他比谁都高兴。“中国是他们
的根，有他们的家，我相信学成之
后他们都会回来的。”金展鹏告诉
记者，“成绩大小不重要，只要能尽
自己的力量为国家作贡献，就很
好。”（据新华社长沙5月15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15 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
告（2014）》显示，2013年中国移动
互联网行业持续快速发展，移动互
联网经济达 1083 亿元，高端手机
用户月平均流量消耗为 1.6GB。

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
网购用户的注意力从 PC端向移动
端转移。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
智能手机出货量为 3.18亿台，同比
增长 64.1％。移动营销市场规模
达 155.2 亿元，移动购物市场占有
率约为整体市场的三分之一。此
外，移动游戏、移动增值市场也稳

步增长。
移动互联让我们把高速网络

装进衣兜，带来很多便捷，也面临
更多安全问题。据统计，2013 年
新增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样本达
70.3 万个，较 2012 年增长 3.3 倍，
手机应用商店、论坛、下载点、下游
用户感染速度加快。

与此同时，互联网络整体安全
状况仍然堪忧，面临大量境外地址
攻击威胁。2013年，境内6.1万个网
站被境外通过植入后门实施控制，
较2012年大幅增长；境内1090万余
台主机被境外控制服务器控制。

据新华社南宁 5 月 15 日电
疾控专家表示，补碘最基本、最重
要的方法仍是食盐加碘。食用合
格碘盐即能保证日常碘营养，无需
再吃含碘保健品和碘强化食品。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环境卫生与地方病防制所
副所长刘军介绍，人们主要是从饮
水、粮食、蔬菜和周围环境中获取
碘，如果生活在碘缺乏地区，则无
法从上述途径中获取足够的碘。

专家介绍，面对幅员广大的缺

碘地域和庞大的防治对象，实施食
盐加碘是目前最为经济有效、简便
易行的防治碘缺乏病的方法。对
于育龄妇女、孕妇、哺乳期妇女和
婴幼儿这类碘需求量大的人群，尤
其需要注意补充足量的碘。

另外，专家提醒，碘虽然是智
力元素，但过多食用碘并不能增进
人的健康和提高智力水平，反而有
害。只要日常能够吃到合格碘盐，
就能保证碘营养，不需要再吃任何
含碘保健品和碘强化食品。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15 日通
报，快播公司存在传播淫秽色情内
容信息的行为且情节严重，根据相
关规定，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拟对其
处以吊销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证的行政处罚。同时，快播公司传
播淫秽色情信息的行为涉嫌构成
犯罪，公安部门目前已立案侦查，
刑拘了多名犯罪嫌疑人。

记者了解到，2013年底，北京
市公安和版权部门在执法检查中
查扣了快播公司管理的 4 台服务
器，仅部分服务器中就存储淫秽
色情视频 3000 多部。今年 3 月，

有关部门在对快播公司相关应用
和栏目进行监测中，也发现大量
淫秽色情视频。打击网上淫秽色
情信息专项行动开始之后，相关
部门对快播公司及相关人员进行
了深入调查取证。

全国“扫黄打非”办相关负责人
表示，快播公司利用开发的播放器
和管理的服务器提供视频播放服
务，迅速地拥有了大量使用者。然
而，快播公司在提供服务时不履行
内容安全管理责任，大肆为淫秽色
情等违法有害信息传播提供平台和
渠道，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影响极为恶劣，必须予以严惩。

●从5月8日到5月15日，江西境内频遭强降水天气，持续强
降雨已致30.4万人受灾。17日，新一轮强降雨将席卷而来，江西
后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记者5月14日从四川省教育厅获悉，今年起四川首次实施
地方高校招收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专项计划。该计划面向四川省内
民族地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革命老区、艰苦边远地区，计
划安排招生1000人。

●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5月15日表示，将持续推动放宽大陆
学生来台就学的措施，营造陆生在台就学、生活的友善环境。截至
今年1月，大陆学生名额占台湾大学招生总量的1％，约2850人。
台教育主管部门希望在2014学年能够开放至5700人。

（均据新华社电）

【条例】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解读】我国事业单位收入分配改革始
于 2006年，目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
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近几

年，我国进行了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这
项改革首先在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
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中开展，如今各地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已基本兑现到位。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何凤秋认为，

下一步事业单位工资收入改革将与事业单位分
类改革同步推进。条例所说的工资增长机制，

应当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财政状况、企业相当人员工
资水平和物价变化等因素，定期调整公益类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而对于转制为企业的事业单位，
则应实行企业的分配制度；对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

单位，要回归到公务员队伍管理，实行公务员
工资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5月 15日电）

【条例】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

【解读】近年来，个别地方出现了事业单位招聘中因人
设岗的所谓“萝卜招聘”、“内部招聘”，引起广泛关注，受到
强烈谴责。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早有规定。2005年 11月，原人事部
发布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明确提出事业
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的各类人员均可
报名应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2013年宣布，截至 2012年
底，事业单位新进人员公开招聘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
全覆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晓初指出，人社部门要
切实发挥好督导员、裁判员的作用，加强对公开招聘工作的
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对违规操作、违法乱纪行为要
严肃处理。

实施公开招聘1

规范聘用合同2

【条例】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
般不低于 3年。

【解读】我国从 2002 年开始在事业单位试行人
员聘用制度，目的是改革事业单位用人机制，由以
前的行政任用关系向平等协商的聘用关系转
变。原人事部发布的《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
员聘用制度的意见》提出，聘用合同分为短期、
中长期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合同。条例
并没有对事业单位聘用合同进行分类，而是
统一规定聘用期一般不低于 3年。

“前程无忧”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指出，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不同于劳动合同。劳动合
同既有短期的，也有无固定期限的。她说：“聘
用合同期限定在 3 年以上，主要考虑到事业单
位人员以专业技术人才为主，订立比较长期的合
同有利于保持科学研究、公益服务等事业的延续
性，建立起比较稳定的人才队伍。”

参加社会保险3

【条例】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工
作人员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解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进机关事业
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条例提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
加社会保险，再次从法律层次发出信号，事业单位医疗和
养老保险“并轨”已箭在弦上。

目前，在多地进行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试点进展并不顺利，企业养老保险与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金差距较大，因此广受诟病。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下一步的
方向是建立公平的规划，遵循市场化原则
启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

工资增长机制4

新华社发

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和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5
月 15 日发布了“中国家庭幸福发展二期研究报告”。
这份发布于国际家庭日的调查报告，印证了“幸福的
家庭都是相似的”：不论城市还是农村，排在前列的家
庭幸福因素均为“夫妻和睦”“家人身体健康”“儿女懂
事”“长辈通情达理”“生活有保障”以及“家人团聚的
时间多”。

夫妻和睦身体健康最关键
调查显示，在 19个备选项里，近五成家庭把“夫妻

和睦”选作影响家庭幸福的第一位因素，另有近二成
家庭把“夫妻和睦”列在第二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
人口发展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家庭关
系软环境成为影响家庭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最受重视的
是夫妻关系。被调查家庭对“夫妻和睦”的重视程度是
其他各选项无法匹敌的。

在排名前五的家庭幸福感影响因素中，“家人身
体健康”是占比最高的一项。家人健康不仅是自古以
来国人最平凡、最持久的夙愿，也是当今家庭幸福的
刚性需求。翟振武说，在快节奏、大压力的现代社会，

“家人身体健康”成为家庭生活较为富足、有所保障的
重要条件。

幸福不是有房有车
调查中涉及家庭生活经济方面的选项，包括“有

房”“有车”“收入高”“生活有保障”“家里有权势”等。
其中，“生活有保障”被选入前五位重要因素的比例最
高。有 12.9％的家庭将“生活有保障”列为第五，有
10.7％的家庭将其列为第四，9.6％的家庭列为第三。
翟振武说，家庭日常生活稳定有保障的确对家庭幸福
有较大影响，但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并非影响家庭幸福
的首要因素。

在 19 个备选项里，“孩子有出息”“有知心朋友”
“邻里关系好”“有房有车”“人脉广泛”等因素均未挤
入前三选项，而“家人团聚时间多”却跻身第五位因
素，获得 10.6％的支持率。翟振武说，现代社会“人在
他乡”成为常态。能有更多机会同家人共享其乐融
融、温暖朴素的家庭氛围，已成为不能忽视的家庭幸
福诉求。

中国正加速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保障成为城乡
共同困扰。调查显示，无论城乡，对养老问题感到担忧
的家庭占 80％以上。其中，农村家庭高达 81.25％。
超过四分之一的家庭对养老保障不满意。翟振武说，
老有所养是家庭幸福的基本条件。必须进一步完善
养老保障体制。 （据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图为云南铁路博物馆新馆中展示的一
级文物——米其林内燃动车组（5 月 15 日
摄）。云南铁路博物馆新馆将于 5月 18日正
式面向公众开放。 均为新华社发

轮椅教授的16年坚守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去年我国移动互联网经济超千亿元

智能手机出货量超3亿台

补碘主要靠吃碘盐

快播传播色情信息被查处
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简明新闻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发布

规范合同订立 统一参加社保

据新华社南昌5月15日电 5月 15日，由中航
工业洪都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前机身大部段在江
西南昌成功下线，这标志着中航工业在大型客机机
体部段的研制上又取得重大进展。

C919飞机是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
商用干线飞机，最大载客量 190座。前机身大部段
是国产C919大型客机项目研制过程中即将交付的
首个大部段，采用以铝为基、加入适量锂的第三代
铝锂合金材料，在国内民机应用上尚属首次。

国产大飞机关键部件
前机身大部段成功下线

家庭幸福 啥最重要？

5月 15日，观众在第二届中国（长沙）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会上参观。当日第二届中
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湖南长沙
开幕。

5 月 15 日，辽宁沈阳市浑南新区一名公
务员在使用“公务的士”。“公务的士”由浑南
新区车辆管理中心统一管理，费用标准按照
出租车的 8折（等时费为 5折）计算。

5 月 15 日，在安徽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5月 4日诞生的小江豚（右）与妈妈
形影不离。5月4日和10日，安徽铜陵淡水豚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诞生两头小江豚。

视觉 新闻

生活关怀
ATTENTION

上图 C919大型客机铝锂合金前机身大部段
内舱。

左图 这是前机身大部段外观。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