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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

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达6000名，盛况空前。这次重要会

议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

案）》，表彰了826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宣告：“四

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

不复返了！他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

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明确指

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

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他的讲话澄清了科学

技术发展的理论是非，打破了长期禁

锢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桎梏。

“解放的不仅是人，还有智慧！”在

座谈发言中，中青年科学家激情满怀，

老年科学家壮心不已。著名数学家陈

景润向大会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

战能过关》的发言，道出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心声。

在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了题为

《科学的春天》的书面发言。他向广大科学工作者表达了

期望中华民族创造“一部巨著”的心愿，“这部伟大的历史

巨著……它不是写在有限的纸上，而是写在无限的宇宙

之间”。

科学的春天来了。这次大会，题在科技，意在全局。

它确立了科技工作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总动员令，

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据新华社

“十一”黄金周结束了，各省份国庆假期旅游经济数据

也陆续公布。截至10月8日，至少25个省份公布了国庆假

期旅游收入情况。其中，江苏省以631.27亿元位居首位。

旅游收入：江苏超600亿元位居第一
在 2019 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国人的旅游热情

充分释放。经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2019 年国庆七天

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82 亿人次，同比增长 7.81%；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6497.1亿元，同比增长8.47%。

而从地方层面来看，目前至少有 25 个省份公布了国

庆假期旅游经济成绩单。从旅游收入数据来看，江苏省以

631.27 亿元雄踞首位。江苏也是目前国庆假期旅游收入

唯一的突破600亿大关的地区。

江苏的旅游收入之所以亮眼，跟其优质旅游景区数量

有很大关系。目前全国有250多个5A级景区，而江苏5A

级景区数量多达23个，是全国第一。

在江苏之后，是山东、四川和河南，这3个省份的国庆

假期旅游收入均超过了 500 亿大关，其中，山东旅游收入

579.5亿元，位居第二；四川旅游综合收入530.42亿元，位

居第三；河南旅游收入502亿元，位居第四。

游客人次：山东近7000万人次居首
从游客人次来看，在25个省份中，山东、四川、湖南、

河南、山西、湖北、江西、陕西这 8 个省份接待游客人次超

过6000万大关。

其中，山东 2019 年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 6995.6 万人

次，同比增长7.6%，游客人次位居第一。其次是四川省共接

待游客6785.8万人次，同比增长9.6%，位居第二；湖南省共

接待游客6736.21万人次，同比增长11.5%，位居第三。

而旅游收入位居榜首的江苏，10月1日至7日共接待

旅游人数4978.95万人次。

此外，网红城市重庆在国庆节假日期间表现比较抢

眼，重庆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3859.61万人次，超过了重

庆市总人口 (2018 年常住人口 3101.79 万人)，同比增长

10.6%；实现旅游总收入187.62亿元，同比增长32.8%。

为了给游客腾出活动空间，国庆期间，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分别发布短信和“温馨提示”，请广大市

民错峰出行，把更多空间留给外地游客。“重庆有多宠游

客”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据中新社

25省份国庆假期旅游收入出炉
江苏超600亿元位居第一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站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官

网发布《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管理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暂行规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暂行规定》

对虚假预定、不合理低价游、价格歧视(大数据杀熟)、信用

监管等问题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违反规定将被处罚。

近年来，我国在线旅游市场快速增长，在线旅游企业

和平台的数量不断增多，方便了广大人民群众出游，促进

了旅游消费，带动了行业发展。但个别企业和平台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况时有发生，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

益，扰乱了旅游市场秩序，个别性质恶劣的案件更引起了

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国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对在线旅游市场规范

作出明确规定，这给行业监管带来较大难度。文旅部指

出，从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收到的举报和投诉，以及

媒体相关报道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个别企业和平台涉

及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旅游安全保障和救助义务、消费者

权益保障、虚假宣传”等行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亟须通过健

全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

《暂行规定》共五章四十二条，分为总则、运营、监督检

查、法律责任、附则等部分。《暂行规定》明确了适用范围和

相关主体，也明确了平台相关责任，同时回应了社会热点

问题、增加了旅游者自损规定。

《暂行规定》在符合法律规范的情况下设置了几大抓

手：第一，依法明确了需要取得许可的平台运营者范围。

第二，强化平台的资质审核、提示、预警、监督、处理、报告、

保险等相关要求，进一步夯实了平台主体责任。第三，明

确了平台连带责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旅游纠纷的

司法解释，对平台做出了民事连带责任的规定。

此外，《暂行规定》延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旅游合同纠

纷的司法解释立法思维，将几种情形下的游客自损列入自

行承担责任范围。同时，也强调了不可抗力、第三人损害

发生时，在线旅游经营者的救助义务，未及时救助造成损

害的，应对损害扩大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据中新社

国家卫健委：

2018年全国医疗机构
诊疗人次超83亿

记者日前从国家卫健委获悉，近年来中国医疗

资源供给持续增加，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数据

显 示 ，全 国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数 量 在 2018 年 达 到

997433 所，医疗机构诊疗人次达到 83.08 亿。中国

医疗服务总量稳居世界第一。

9日，国家卫健委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

2018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介绍中国

医疗技术能力与医疗质量水平提升等情况。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医疗质量呈现

出“四升一降”的变化趋势，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

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

稳中有升，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住

院死亡率持续下降。

数据显示，70 年来，中国大力发展医疗卫生

事业，医院数量、医疗机构床位数量、卫生技术人

员数量显著增长。1950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数

量 仅 8915 所 ，2018 年 为 997433 所 ，增 长 110 余

倍；医院数量由 1950 年的 2803 所，增加至 2018 的

33009 所。

目前，中国医疗服务总量稳居世界第一。医院

入院人次由 1980 年的 0.22 亿增加至 2018 年的 2

亿，医疗机构诊疗人次由 2010 年的 58.38 亿人次增

长至2018年的83.08亿人次。

与此同时，数据显示，三级公立综合医院住院患

者总死亡率由 2014 年的 0.74%下降至 2017 年的

0.63%，连续4年下降。

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研究显示，自1990年至

2015 年 25 年间，中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

国家之一，全球排名从 110 位提高到第 60 位，进步

幅度位居全球第 3 位。2016 年进一步提升至第 48

位，成为进步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据中新社

我国将加快建立健全
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
培训体系

社会服务产业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

业。记者9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等7部门近日联

合发布相关意见，提出以职业教育为重点抓手，提高

教育对社会服务产业提质扩容的支撑能力，加快建

立健全家政、养老、育幼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

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

意见提出，将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的动态调整

机制，调整优化学科专业目录，及时增设相关领域本

专科专业。以面向社区居民的家政服务、养老服务、

中医药健康服务、托育托幼等紧缺领域为重点，对接

管理、经营、服务、供应链等岗位需求，合理确定中

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不同类型、层次学历教育相

关专业和职业培训的人才培养目标、规格。

意见强调，要加快培养适应新业态、新模式需要

的复合型创新人才。鼓励引导普通本科高校主动适

应社会服务产业发展需要，设置家政学、中医康复学、

中医养生学、老年医学、康复治疗学、心理学、护理学

和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原则上每个省份至少有1

所本科高校开设家政服务、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相关

专业。

同时，支持从业人员学历提升。鼓励符合条件的

家政服务、养老服务企业、养老服务机构管理人员报

考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支持社会服务产业从

业人员通过多种渠道接受职业教育，提升学历。

□据新华社

安徽银河拍卖公告 55期

于10月17日（周四）上午10时在本公
司拍卖厅拍卖：废旧设备一批（健身器材、
按摩床、话筒、圈椅等），整体拍卖参考价
820元。以现场实际看样为准。

看样地点：安徽省直属机关老干部第
二活动室 13856934193 张

报名时间：公告日至会前日下午 4 时
止（到账）

注意事项：凭有效证件办理报名登记
手续，竞买保证金：1000 元。竞买成功不
冲抵价款，转为提货保证金。竞买不成原
账户退还（不计息）。

公司地址：长江中路 55 号老省委办公
厅 服 务 楼 4 层 网 址 ：www.ahyh123.com
监督电话：0551-6263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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