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军委印发建设政治
机关政治干部队伍意见

经习近平主席批准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 经习近平主席批准，中央
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
风形象良好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的意见》，要求各级
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着眼践行军队政
治工作时代主题，不断提高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建设
水平，为推进新形势下政治建军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和力量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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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人落海仅28人获救
一偷渡船在利比亚近海沉没

新华社突尼斯4月19日电!记者陈向阳 张远"的黎
波里消息：据利比亚媒体19日报道，一艘搭载约700人的
偷渡船18日午夜在利比亚附近海域沉没，目前仅28人获
救，另外数百人恐已丧生。

据报道，事故发生地距意大利兰佩杜萨岛约190公
里。事发时，该偷渡船刚驶出利比亚海域不久，因一艘商业
船靠近偷渡船，船上的非法移民被转移至船的一侧，从而酿
成翻沉事故。

报道说，目前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和马耳他海军正在事
发海域展开搜救工作，但迄今为止只有28人获救。

上周末，一艘搭载约400人的偷渡船在利比亚附近海
域沉没，只有约150人获救。

战后利比亚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府军和警察力量较
弱，无法对边界实施有效管理。尤其是自去年7月中旬利比
亚两派武装在全国各地爆发冲突、利比亚局势全面失控以
来，大量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非法移民以利比
亚为中转站，穿越地中海偷渡至欧洲国家。

由于路途遥远，加之偷渡船只超载现象严重，沉船事故
频繁发生。据统计，去年约3500人在偷渡过程中遇难。

96%的市县“还没动”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施行以来

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近日联
合下发《关于地方不动产登记职责整
合的指导意见》对不动产统一登记作
出新一轮部署。就当前不动产登记整
体工作进展及面临的主要困难，国土
资源部不动产登记局负责人王广华
19日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最大难题：96%的市
县“还没动”

记者：当前不动产登记工作主
要存在哪些困难#

王广华：总的来说，《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施行以来，27个省份
完成省级职责机构整合，10个地区
开始颁发统一的《不动产权证书》，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即
将完成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后将尽
快颁布实施，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
基础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但不容乐观的是，截至3月底，
全国300多个地市州盟、2800多个

县市区旗中，只有50个地市、101
个县完成了不动产登记职责整
合，占比分别不到16%和4%。即
使已经完成职责整合的市县，大
多数也尚未将相应的登记机构进
行整合，具体从事登记的工作人
员尚未整合到位。

从全国来看，市、县级不动产
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工作严重滞
后，已成为当前制约不动产统一
登记工作推进、《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的最大难题和障碍。

依法行政：地方必须
履行法定职责

记者：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

联合下发指导意见目的是什么#

王广华：不动产登记职责和
机构整合是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的组织保障，是确保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全面实施
的基本前提。《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确定一个部门为本行政区域的不
动产登记机构，负责不动产登记工
作，并接受上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
记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

统一机构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
前提。不动产实行属地登记，市县两
级是不动产登记工作的关键。如果
市县级职责和机构整合不到位，不
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就没有实施主
体，《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就无法
全面落实，不动产统一登记这项国
家重大改革任务就无法具体实施。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
快建设法治政府。此次两部门联合
下发《关于地方不动产登记职责整
合的指导意见》，目的是促使各地进
一步认识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
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督促地方政
府加快履行法定职责，行政机关的
法定职责必须为。

国土资源部、中央编办将及时
掌握和研究解决地方不动产登记职
责整合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加强协调指导、督促检查。

人随事走，工作链条严
禁乱拆乱分

记者：对地方政府特别要防止
什么倾向#

王广华：此次明确提出，统筹不
动产登记相关资源。按照人随事走、
编随人走的原则，相关部门应划转
相应的不动产登记人员、编制、设备
和相关经费到不动产登记机构。各
地应充分考虑原有各类不动产登记
工作的专业性和连续性，科学统筹
调配相关资源，确保不动产登记机
构有足够力量和资源有效开展不动
产统一登记工作。

各地应充分考虑原有各类不动
产登记工作的专业性和连续性，科
学统筹调配本地区相关资源，确保

不动产登记机构有足够力量和资源
有效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要
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妥善做好不
同身份人员的统筹安排，逐步健全
和完善人员队伍，形成合力，确保不
动产登记职责整合落实到位。

整合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
是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各级
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和机构编制
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相关部门各
司其职，在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
做好职责划分、人员编制划转、资
料移交等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不断
档。要明确时间要求，尽快全面完
成各级不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和机
构建设。特别要严肃工作纪律，各
地要将与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受
理、审核、登簿、发证等完整的职责
统一到一个部门，严禁随意拆分不
动产登记职责，确保不动产登记职
责的完整性。

据新华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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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快乐
我闻得到

情绪能通过气味传递

常说快乐会传染，为什么呢？荷兰乌
得勒支大学研究人员可能找到了答案：
因为人们可以用鼻子闻到别人的快乐，
从而受感染。研究人员征募一组志愿者
为气味发送人，让他们观看多部电影短
片，用腋下棉垫收集他们快乐、害怕或情
绪平淡时的汗液，随后切碎棉垫，装入广
口瓶，随机让第二组志愿者闻。与此同
时，用肌电图仪检测第二组志愿者面部
肌肉活动，以了解他们因所闻汗液产生
的情绪。结果显示，第二组志愿者“闻到
快乐发送人的汗液时，呈现愉悦表情多
于闻到害怕或平淡心情发送人的汗液”。
先前研究显示，人在产生害怕、恐惧、厌
恶类负面情绪时会发出化学信号，“我们
的研究显示，不仅负面情绪如此，（快乐）
积极情绪也会通过气味传递”，在人们不
知不觉中实现“情绪同步”。研究结果刊
载于《心理学》期刊。 新华社微特稿

脑筋反应快慢
与基因有关

科学家说：

新华社伦敦4月18日电 !记者张家

伟" 有些人脑筋反应比较快是天生聪明
吗？科学家说这其实与基因有关。英国爱
丁堡大学发布的一份公告说，该校研究
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研究显示，基因变
异对中年以上人群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
存在一定影响。

这项研究由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德国和法国等国的研究人员共同完成。

据公告介绍，研究人员让来自12个
国家的共3万名45岁以上志愿者接受认
知功能测试。

他们发现，这些志愿者中，脑筋反应
较慢的人存在基因变异，这种变异与一
种名为CADM2的基因相关，而CADM2
与脑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具有密切关系。
CADM2在脑部前额叶和扣带皮层区域
都非常活跃，这两个区域本身对人脑思
维反应有着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说，这一基因变异部分解释
了为什么不同人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存
在差异。参与研究的爱丁堡大学教授伊
恩·迪里说，这一研究成果有助于科学界
更深入地探讨思维能力形成的生物基础。

这项成果已发表在英国《分子精神
病学》杂志上。

“羊胎素针”不让打了
没有科学依据，瑞士已全面叫停

瑞士医药监管部门日前在
国内全面叫停羊胎素抗衰老疗
法。对此，瑞士药物监管局新闻
发言人彼得·巴尔兹利在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没有科学证据显示，活细胞疗
法（即羊胎素疗法）有任何抗衰

老作用，且该疗法可产生显著
的健康风险。

巴尔兹利说：“截至目前，
没有科学证据显示活细胞疗法
有任何抗衰老作用，这也是禁
止使用该疗法的原因。”

据介绍，在2010年之前，

瑞士各州可自行决定哪些机构可
以开展活细胞疗法。2010年10
月，瑞士对相关法律进行了修改，
规定只有申请并获得联邦管理部
门批准的机构才可以开展这类治
疗。

“在2010年前某种形式的

活细胞疗法在瑞士属于合法，但
法律已做出修改，今天无论将活
动物细胞还是细胞精华注入人体
都是非法，”巴尔兹利强调。

在瑞士，所有药物上市前都
需获得瑞士药物监管局批准，而
为获得批准，必须科学地证明药
物的有效性。

巴尔兹利还表示，特定情况
下，接受活细胞疗法后甚至出现
死亡病例。截至目前，至少有两起
因此导致的死亡事件在德国登记
在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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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实现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专业化和常态化。
今年，团市委还将开展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阳光伙

伴”计划，以重点青少年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建立青少年
发展研究中心和实训基地，强化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建设，
推出青少年事务社工标准化服务，开发推出“正能量———寻
找光的方向”、“益友圈———趁年轻我们干点啥”等青少年公
益项目，推动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扎根社区，有效服务青少
年健康成长。 !龚青轩 秋冰"

“四维矩阵”打通“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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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尔&博代为观众表演'美人鱼()

新华社/法新

“美人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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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因此，短期内将
刺激有置业打算的市民迅速
入市，提升楼市的成交量。在
价格方面，部分前期亏本的
房企会小幅度的刺探性调
价，但预计不会出现大幅波
动。

中投证券某营业部负责人
陈茂告诉记者，不论是利好还

是利空政策，不会改变牛市的
框架；但已经拉高过的个股，将
两极分化。他建议，“如果手里
持有的是尚未大幅拉升走出主
升浪的主板品种，需要做的，只
是耐心持股即可。有能力做波
段的，可酌情调仓，降低小盘股
的仓位，低吸蓝筹股，追求超额
的波段利润。”

东海证券博爱路营业部高
级理财顾问王兴俊表示，目前
股市中的老股票已有70%超
过2007年最高点的价格。虽然
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
金面和流动性将提高，但股市
有其自身规律，不宜盲目看
多。

国泰君安证券广化街营业

部投资总监张宇认为，降准客观
上是为了企稳经济，降低企业的
实际贷款利率，而实际将刺激股
市。他预计，三大板块将受益明
显，包括银行、地产等资金敏感
型；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类；以
及前期未涨、涨幅不明显的蓝筹
股。

!张琛 黄洁璐"

2673人受到处理
3月违反八项规定问题出现反弹迹象

据新华社北京4月19日电!记者张晓松"今年2月全国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总数、处理人数和给予党
政纪处分人数均比上月有所下降，但这一良好势头未得到
巩固，3月出现反弹迹象。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9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3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931起，2673人受到处理，1486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项
数据均高于今年1、2月份。

从查处的问题类型看，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仍
然最突出。今年以来，查处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数量
居高不下，一直在各类问题中列首位。2月份违规配备使用
公务用车虽比1月份有所下降，但仍然有551起。3月份这一
数据反弹到了642起，超过1、2月份。从查处的案件情况来
看，“一把手”违规使用、公事途中私用的情况时有发生。

违规公款吃喝问题是2月份唯一较1月有所增加的问题
类型，上升了29.89%。对此，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分析指
出，这与2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也说明仍有一些党员
领导干部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果然，到了3月
份违规公款吃喝问题又比2月份上升了46.83%，达到185起。

此外，除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公款旅游两类问题数量继
续下降外，3月份，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大操大办婚丧喜
庆、楼堂馆所违规问题，以及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
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领
导干部住房违规问题数量，均出现反弹迹象，不仅超过2月
份，而且超过了1月份。

从查处的人员级别看，3月份查处了1名省部级领导干
部，这也是今年以来查处的唯一一名省部级领导干部。

这是在浙江省嘉兴市乌镇举行的'乌镇香市踏白船(民俗活动（4月6日摄）。
近日%江苏$浙江两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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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联合申遗工作全面启动%将于
&'"(

年
%

月底前

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申报文本%力争'十三五(期间完成申遗目标* 新华社发
江南13水乡古镇
启动联合申遗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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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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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拍摄的大熊猫'娅林(!左"和大熊猫'蜀

蓉(（拼版照片）。
澳门特区政府行政法务司司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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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布消息

称%日前内地专家组经赴澳实地考察%对澳门迎接新一对大

熊猫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 最终确定此对大熊猫的来澳时

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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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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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并沿用'开开('心心(的名字*

由于中央
&''#

年赠送给澳门的大熊猫'心心(不幸因

病离世*

&'"!

年%在澳门回归祖国
")

周年之际%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澳门会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时表示% 将再

赠澳门一对大熊猫* 随后%特区政府成立了'跟进中央政府

送赠大熊猫工作小组(%经过两地专家的层层选拔决定将现

年
*

岁的雌性大熊猫'蜀蓉(及
(

岁的雄性大熊猫'娅林(赠

予澳门%接替目前形单影只的'开开(* 新华社发

中央赠澳大熊猫4月30日抵澳
沿用“开开”“心心”名字

FBI物鉴“不靠谱”或致数百人冤狱
追索难度很大

美国媒体18日报道，美国
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FBI）承
认，在2000年以前的20多年
里，FBI法医物证鉴定部门的
绝大多数工作人员在多起涉及
毛发比对鉴定的案件中给出了
有瑕疵、不利于被告的证词。换
句话说，这些不可靠的证据或
许已致全美数以百计的人蒙冤
入狱，难证清白。
《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

全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和法律
援助机构“无辜项目”自2012
年起对1972年至1999年间毛

发物证鉴定存疑的2500起案
件展开审查。截至3月初，342
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已经完审，
包括268起FBI法医物证鉴定
人员给出对被告不利的毛发比
对结果的案件。

审查人员发现，FBI物证鉴
定实验室毛发比对部门共有28
名工作人员。在这268起涉及谋
杀、强奸和其他暴力犯罪的案件
中，26名鉴定人员就254起案件
夸大了毛发比对结果从而使其有
利于检方，比例高达95%。这些案
件中，32名被告被处以极刑，其中

14人被执行死刑或在狱中身亡。
按审查人员的说法，所谓“夸

大”是指FBI物证鉴定人员以不
完整或有误导的数据作为理论依
据，进而给出犯罪现场遗留的毛
发与被告相匹配的证词。

《华盛顿邮报》说，虽然除
FBI物证鉴定结果之外还有其他
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有罪，但从
2000年之后修订的物鉴标准来
看，鉴定人员在那一时期工作上
的缺陷很有可能导致冤案发生。

更可怕的是，这批FBI物证
鉴定人员还参与培训了500至

1000名州和地方一级的物证鉴
定人员，指导他们以同样的工作
方式为法庭提供证词。

一些人将批评矛头直指
FBI，称后者“30年来运用微观毛
发分析来为被告定罪的做法是一
场彻头彻尾的灾难”。

美国司法部和FBI在一份声
明中说，他们“会努力确保将FBI
物证鉴定人员过去的疏失告知那
些受影响的被告，保证正义在每
一起案件中得到伸张。今后，司法
部和FBI将致力于确保毛发分析
的准确性，执行好物证鉴定科学
的所有规程。”

不过，弗吉尼亚大学法律教
授布兰登·加勒特认为，鉴于美国
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种法律规
定，被定罪的罪犯想要挑战多年
前的证据并非易事。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