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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
叶昊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发
布的相关数据表明，我国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自2005年以来已连续
上调13年，实现“十三连涨”，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同步调
整，1亿多退休人员受益。

“老有所养”是民生获得感的重要内
容。2005年以来养老金“十二连涨”，使
企业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水平从

640多元提高到2016年的2400元左右，
2017年按照2016年养老金总体水平的
5.5％左右再度提标，这给很多参保的退
休人员吃了一颗“定心丸”。

5.5％的调整，一方面是提“量”，另
一方面也是补“短”。据人社部有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调整兼顾公平、激励和对重
点群体的关怀：采取定额调整体现社会
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
基本一致；采取挂钩调整体现激励机制，

使在职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
老金；采取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
是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企业
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

养老金的“量”上去了，但更要把
“底”兜住。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及
流动性加剧，养老金的区域不平衡、部分
地区收不抵支问题凸显。针对这一问
题，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改
革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实现养

老保险全国统筹。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

任褚福灵表示，实行养老保障全国统筹，
一方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剂余
缺，有助于拧紧养老金的“安全阀”，以进
一步增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
续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均衡不同地域之
间企业及个人的财务负担，进一步降低
财政兜底保障的风险，促进市场竞争环
境向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

养老金“十三连涨”上亿退休人员受益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1日下午宣布，新界双层巴士翻车事故
一名伤者入院后不治，事故致死人数升至19人。 （据新华社）

香港巴士车祸死亡人数升至19人

本报讯 （记者 兰世秋 实
习生 林曦玺）盘腿坐着的小鸟、
站立着的羊、威猛的甲虫……2月
10日，“童话故事的秘密”手工艺术
作品展在位于二厂文创公园的T2
国际当代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展
出了90后艺术家贾倩的108件手
工艺术作品。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小
鸟拖着腮在沉思，甲虫挥舞着前翅
扑向另一只小虫子，羊戴着手花忧
郁地看着一地的昆虫……令人仿
佛置身于梦幻的童话世界。

这些作品的创作者贾倩1993
年出生，2017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
院，现工作、生活在重庆。

“童话故事的秘密”所有的参展
作品均是用纤维和布做成。贾倩介
绍，这些作品可以被看作手工作品，
同时也是她对雕塑语言的新尝试。

据悉，“童话故事的秘密”手工
艺术作品展将持续至3月1日，免
费对公众开放。春节期间，T2国际
当代艺术中心大年三十（2 月 15
日）、正月初一（2月16日）闭馆，其
余时间正常开放。

➡国际文传电讯社11日报道说，俄罗斯一架载有71人的客机当天在莫
斯科州拉缅斯科耶区坠毁。报道还说，机上的65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几
乎没有生还可能。 （据新华社）

俄罗斯一架载有71人的客机在莫斯科州坠毁

本报讯 （记者 杨艺）2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江北区获悉，备受
关注的洋炮局1862文创园已进入
招商阶段，整个文创园预计于今年
底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届时，市民
和游客又将多一个周末休闲的好
去处。

洋炮局1862文创园地处繁华
的北滨路，是江北区规划的核心文
创项目，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

涵。项目名称来源于中国第一家兵
工厂“上海洋炮局”，该厂之后迁往
南京，几经更名，在抗战时期迁到重
庆。

据介绍，洋炮局1862文创园旨
在打造国内知名兵工主题旅游目的
地和国家级文创园，充分融合“吃住
行游购娱”等多元化体验型旅游业
态，打造重庆本土“文、旅、商”创新
型旅游目的地。

洋炮局1862文创园年底开放

➡2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体育总会三届五次全委会上获悉，今年
我市将以足球改革带动全市体育社会组织改革创新。 （记者 黄琪奥）

我市将以足球改革带动体育社会组织改革

本报讯 （记者 任雪萍 实习
生 林曦玺）旋律时而急促，时而委
婉清丽，时而童趣十足……2月9日
晚，“槌言三尺”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在
重庆歌剧院举行，重庆交响乐团的3
位青年艺术家和40多个孩子共同为
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打击乐专场音乐会选取了

巴林马、架子鼓、小军鼓等多种乐
器，音色丰富，节奏动感；演出形式
多样，既有合奏，也有独奏，观赏性
强。值得一提的是，音乐会将原本
需要交响乐团演奏的《春节序曲》改
编为纯打击乐器演奏，9台巴林马
共同演奏，规模宏大，洋溢着新春喜
庆的气氛。

“槌言三尺”打击乐专场音乐会举行

➡2月9日，重庆首家无人便利店一七闪店对外宣布：公司已完成A轮
千万级融资，投资方为两江新区创新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记者 崔曜）

重庆首家无人便利店完成A轮融资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2月
11日，“网聚正能量·共筑中国梦”
2018年重庆微视频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和市文
化委共同主办。

据悉，本次大赛的作品征集时
间为即日起至3月15日。征集对
象除了我市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
单位和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

外，还包括公检法、教育、医疗、邮
政、民航、交通、铁路等行业影视节
目制作机构以及各影视传媒类大专
院校。

从5月1日开始到11月底，市
委宣传部和市文化委将组织市内各
主要媒体进行优秀作品展播，对最
后评选出的优秀作品将进行联合表
彰和资助。

2018年重庆微视频大赛启动

巴渝剧院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堂
会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金汤街剧场

川剧 张飞审瓜（弹戏）梅
龙镇（胡琴）双拜月（高腔）上任
请客（灯戏）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6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川剧 拨火棍（弹戏）薛仁

贵回窖（弹戏）月下访信（胡琴）
凤仪亭（高腔）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7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

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

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去二厂看“童话故事的秘密”

快 读

房地产调控政策紧密关系楼市走
向，社会对此高度关注。近期一些城市
取消部分区域限购、推出人才安居购房，
被误读为“调控松绑转向”，市场敏感性
可窥一斑。

2018年调控政策有啥“硬招”？稳
楼市关键棋子落在哪儿？近期，住建部、
国土部、央行、银监会陆续召开年度会
议，其中对今年房地产调控都做了部署。

调控目标不动摇
力度不放松

兰州、南京、合肥等地近期对购房政
策进行了局部微调，引发市场对房地产
政策将松绑的无限“遐想”。

实际上，定向取消限购、为高层次人
才提供落户政策支持、租房落户只是部
分城市“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化调控
政策”的最新政策注脚，从严调控仍是各
部门合力保持楼市平稳健康发展、坚持

“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调。
“坚持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

松”，住建部明确，要保持房地产市场调
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格执
行各项调控措施。

“严”还表现在对住宅用地的规划

上。国土部表示，国土资源处于供给端
的重要位置。住宅用地是保障住有所居
的、不能用来炒作投机，将强化分类调
控、因城因地施策、制定住宅用地中期规
划和三年滚动计划。

我国房地产市场在人群需求和地域
特点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各城市、各地区
之间的市场情况不一样，甚至一个城市
内不同区域的住房供求状况也千差万
别。过去一年，有的三四线城市从库存
积压变为房价上涨，有的三四线城市库
存规模依然较大。

针对这些差异，住建部强调，要抓好
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针对各类需求实行差别
化调控政策，满足首套刚需、支持改善需
求、遏制投机炒房。要加强市场监测分
析，提高精准调控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
强化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库存仍然较多
的部分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要继续做好去
库存工作。

夯实长效机制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商业银行
近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人

口净流入城市“试水”住房租赁市场，阿
里、京东等电商平台成为住房租赁领域

“新玩家”……
“租购并举”作为房地产长效机制建

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住房租赁市场的“一
池春水”正在被日益完善的住房制度设
计所激活。

住建部表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要深化住
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
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
举”的住房制度改革正在祭出“实招”：

“政府垄断住房用地”格局将改变，房地
产开发商也不再是一手住房的唯一提供
方。

国土部明确，将研究制定权属不变、
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
企业依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作为住宅用
地的办法，深化利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改革试点，完善促
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基础性土地制度。

央行工作会议部署，2018年要完善
住房金融体系，建立健全住房租赁金融
支持体系。

为补齐住房租赁“短板”、扫清市场

障碍，住建部将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特别是长期租赁，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
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
进国有租赁企业的建设，支持专业化、机
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加快建设政府
主导的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加快推
进住房租赁立法，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
合法权益。

防范化解风险
加大房地产监管力度

信贷资金借通道为房地产企业融
资、消费贷变“首付贷”变相流入楼市
……尽管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不少房地产
调控政策，但仍有不少资金通过各种手
段流向房地产市场，提高了杠杆率，加大
了市场风险。

对于房地产市场风险，必须进行有
效监管、防范、化解，维护房地产市场的
健康稳定发展。央行和银监会2018年
主要工作任务中，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上均加大了对房地产的监管力度。

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天然容易加杠
杆，具有“买涨不买跌”的特征，容易出现
顺周期波动和超调，需要针对这种特性
进行逆周期调节。央行提出，2018年要
加强房地产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银监会
强调要严控个人贷款违规流入楼市。

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还有
赖于良好的市场环境。机构违法违规操
作势必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住建部
明确，要加大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整顿
力度，始终保持高压严查态势，严厉打击
房地产企业和中介机构违法违规行为。

（新华社北京2月11日电）

今年稳楼市有啥“硬招”
——从部门会议看2018房地产调控思路

新华社记者 王优玲 李延霞

据新华社平昌 2 月 11 日电 （记者 姬烨 王集
旻 刘宁）突破和历史，无疑将成为12日平昌冬奥赛场
上中国军团的关键词，中国U型场地队将在预赛亮相。
经过三届冬奥会的磨砺，他们期待着实现奖牌零的突
破。而中国第一位闯入跳台滑雪冬奥比赛的中国女子
运动员常馨月也将正式亮相。

在女子单板滑雪U型场地预赛中，中国队派出了刘佳
宇、蔡雪桐、李爽、邱冷四名高手出战。1992年出生的刘佳
宇17岁就拿到过世锦赛冠军，她在2010年首次参加冬奥
会就获得第四，取得了中国选手迄今为止在该项目中的最
好成绩。四年前的索契冬奥会，她因为失误最终仅名列第
九。如今，刘佳宇憋了一股劲要在平昌捅破窗户纸。

蔡雪桐在索契冬奥会上位居第六，她在2015年和
2017年两届世锦赛上连续收获冠军，动作完成质量高
是其一大特点。

然而，这个项目受天气因素影响大，比赛偶然性高，
中国选手想要在这个项目上实现突破，必须同时兼顾难
度和稳定性，甚至可能还需要好运气的眷顾。

虽然无望夺牌，但常馨月在平昌的每一跳都将创造
历史。作为中国跳台滑雪历史上第一位闯入冬奥会的
女子运动员，常馨月12日将正式在平昌亮相。经过了
几次适应性训练之后，她说：“总体看这个场地特别舒
服，我最近状态也很不错，很期待12号的比赛。”

高山滑雪女子大回转12日也将正式开赛，孔凡影
将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冬季两项女子10公里追逐的比
赛中，张岩将第二次登场。在之前双追逐的比赛中，张
岩名列第38名，创造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2日产生的8块金牌，有6块来自雪上，两块冰上
金牌出自花样滑冰和速度滑冰。在11日的花滑团体赛
中，中国队以距离第五名8分的较大差距无缘自由滑，
加拿大、俄奥运选手、美国、意大利和日本队则成功晋
级。12日的男女单自由滑和冰舞自由舞中，这五支队伍
将为本届赛事的第一枚花滑金牌而战。

速滑比赛12日将进行女子1500米项目的争夺。
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名将高木美帆是这个项目的夺冠
热门之一，中国选手田芮宁和郝佳晨也将参加角逐。

突破？历史！
就看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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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看点>>> 夺金瞬间夺金瞬间

▲2月11日，克雷默在比赛中。当日，在江陵速滑馆举
行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比赛中，荷
兰选手克雷默以6分9秒76的成绩夺冠，并创造新的奥运
会纪录。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2月11日，拉丰在比赛中。当日，在凤凰雪上公园举
行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雪上技巧决赛中，
法国选手拉丰以78.65分的成绩夺冠。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2月10日，冠军德国选手韦林格在比赛中。当日，在阿尔卑西亚跳台滑雪中心举行的2018平昌冬奥
会跳台滑雪男子个人标准台比赛中，德国选手韦林格以259.3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新华社/欧新

新华社北京 2 月 11 日电 （记者
冯玉婧）美国“猎鹰重型”火箭近日搭载
的一辆特斯拉跑车原计划飞向火星轨
道，但跑车升空后偏离了轨道。这辆车
将“跑向”太空何方？负责发射的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尽管跑车飞过了
火星轨道，但它最远只能飞到距离太阳

大约2.5亿公里的位置。
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计划，这辆

红色特斯拉跑车的目的地是火星轨道，
预计将在深空中待上10亿年之久。但
在火箭发射成功后的第二天，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媒
体上透露，第三次点火让特斯拉跑车偏

离了原定轨道，“飞过了火星轨道”，它正
在飞向位于火星和木星的轨道之间的太
阳系小行星带。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示意图
显示了特斯拉跑车目前所处的位置，以
及它的飞行轨道。跑车会朝着小行星带
中的矮行星——谷神星的轨道附近飞

去。
不过，马斯克提供的这一信息立即

引起了美国航空界不少人士的质疑。有
人指出，示意图上的数据与图上的轨道
并不完全吻合。随后，太空探索技术公
司校正了特斯拉跑车的飞行轨道数据，
并通过美国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发布
了结果。

更新后的数据显示，特斯拉跑车确
实飞过了火星轨道，但并不会抵达小行
星带。小行星带与太阳的距离约为5亿
公里，而特斯拉跑车最远只能飞到距离
太阳大约2.5亿公里的位置。

美国“猎鹰重型”火箭偏离轨道

特斯拉跑车将“跑向”太空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