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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招 9 万名特岗教师
人民网北京 5 月 16 日电 记者今
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和财
政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 2018 年农
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
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2018 年全国
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9 万名。
招收本科或高等师范专科毕业生
教育部要求各地按照核定的岗位
数量，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尽快启动
2018年特岗教师公开招聘工作。
具体招聘条件为：1.符合招聘岗
位要求，
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
2.
本科或高等师范专科毕业；3.年龄不
超过30周岁；
4.参加过
“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
、
有从教经历的志愿者和
参加过半年以上实习支教的师范院校
毕业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中央财政继续对特岗教师给予
工资性补助。教育部、财政部将根据
各地 2018 年设岗计划和往届特岗教
师在岗人数核拨 2018 年特岗计划中
央补助经费，2019 年根据 2018 年度
实际在岗教师人数进行结算。
县城学校不再补充新的特岗教师
此次招聘的工作重点是切实加
强乡村学校教师补充，优先满足三
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县村小、教
学点的教师补充需求，县城学校不

再补充新的特岗教师；进一步优化
教师队伍结构，保持合理的性别比
例，加强体音美、外语、信息技术
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向本
地生源倾斜。
教育部要求加大对特岗计划实
施工作督查力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对于特岗计划实施管理不到
位，特别是招聘计划完成不好，特岗
教师待遇保障和入编入岗政策落实
不到位的，要严肃查处，并要求立即
整改。对整改不力的，将予以通报批
评，并在下一年度不再增加或适当核
减该省份设岗名额。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每日需赔 284.74 元
新华社北京 5 月 16 日电（记者
陈菲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16 日下发
通知，公布了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起
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
人身自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284.74 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
检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

刑事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
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
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284.74 元，该标准
较上年度增加 25.85 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
“ 侵犯公民人
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
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
局 2018 年 5 月 15 日公布，2017 年全

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数额为 74318 元。
各级人民法院自 2018 年 5 月 16
日起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
标准执行；各级检察机关自 5 月 16 日
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
民 人 身 自 由 的 ，执 行 新 的 日 赔 偿
标准。

福州海域发生沉船事故

5人获救6人失联
新华社福州 5 月 16 日电（记者
王 成）据 福 建 海 事 局 消 息 ，16 日 凌
晨，丹东籍干货船“鸿鹏”轮在福州辖
区距平潭塘屿岛西南 1.8 海里附近水
域沉没，船上 11 人落水。经全力搜
救，截至 16 日 16 时，已有 5 人获救，
仍有 6 人下落不明。
16 日 6 时 30 分，福建省海上搜
救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全力组织搜
救行动，调派海事巡逻船、东海救助
局专业救助船、专业救助直升机赶赴
现场搜救。海岸电台、船舶交管中
心、海洋预报部门以及福州、平潭两
地也积极参与搜救。
（上接 A01 版）在这次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中，军事科学院进行了重塑，
习近平去年 7 月向重新组建的军事
科学院授予军旗并致了训词。
9 时 15 分许，习近平来到军事科
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考察相关科研
工程进展情况。看到不少成果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习近平很高兴，勉励
大家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离开军事医学研究院，习近平来
到军事科学院机关。习近平对科研
人才高度重视，他特意看望了在军事
科学院工作的“两院”院士，关切了解
他们的工作情况。习近平指出，你们
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我一直惦念
着大家，希望大家多出成果、带好队
伍，为强军兴军作出更大贡献。习近
平叮嘱有关部门要充分尊重人才、关
爱人才，扎实做好育才、引才、聚才、
用才工作，不拘一格降人才，打造高
素质军事科研人才方阵。
一幅幅展板、一件件实物，集中
展示了军事科学院的科研成就。习
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问，详
细了解科研项目进展情况，对取得的

整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

陕西 154 人被追责
新华社西安 5 月 16 日电（记者 张博文）记者从陕
西省环境保护厅获悉，
陕西整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
馈问题，截至 2018 年 3 月底，59 个具体整改问题有 48
个已基本完成整改，
剩余 11 个涉及工程方案调整和中
长期整改问题正在推进中;共有 154 人受到责任追究。
针对“重点区域流域环境形势严峻”问题，陕西
成立了省铁腕治霾工作组。2017 年，关中 8 市区平
均优良天数 198.3 天，同比增加 7.3 天；PM10 平均浓
度 119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2%；PM2.5 平均浓
度 67 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 8.4%。
针对“部分重点区域生态破坏较为严重”问题，
陕西省恢复了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秦岭地区
采石企业数量由 2014 年底的 457 个减少到 168 个。
针对
“陕北原油开采及陕南尾矿库环境隐患整治
不到位”
问题，
陕西省与陕西延长石油集团、
中石油长
庆油田分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2017 年，
陕北地区发生原油管道泄漏事故同比减少16起。对陕
南 244 座尾矿库按照
“一库一策”
要求，
开展隐患排查、
建立风险源分级、
分类管理制度，
完善环境应急预案。
据了解，
受到责任追究的领导干部中厅级26人，
处
级74人，
科级以下54人。同时，
陕西省政府责令渭南市
政府、
汉中市政府、
西咸新区管委会、
省国土资源厅、
省水
利厅、
泾阳县政府、
淳化县政府等10个单位作出书面检
查并切实整改。2017 年，
陕西立案查处环境违法企业
6139家，
行政拘留173人，
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
27件。
2016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8 日，中央第六环境
保护督察组对陕西开展了环境保护督察，于 2017 年
4 月 11 日向陕西反馈了重点生态区域环境破坏较为
严重、重点区域流域环境问题严峻等问题。

“7·22”
塔吊坍塌较大事故

广州 55 人被追责
小满将至，气温升高、雨水渐多，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的农民抢抓
农时打田插秧，为收获季打下基础。图为 5 月 16 日，在贵州省遵义市余
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
农民在田间劳作。
新华社发（贺春雨 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
见了军事科学院第八次党代会全体
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军事科学院工
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军事科学研究具有很强的探索性，要
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好战
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加强军事理论创
新、国防科技创新、军事科研工作组
织模式创新，把军事科研创新的引擎
全速发动起来。
习近平指出，要紧紧扭住战争和
作战问题推进军事理论创新，构建具
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
进作战理论体系，不断开辟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新境界。
要打通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
践的闭环回路，让军事理论研究植根
实践沃土、接受实践检验，实现理论
和实践良性互动。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实施科技兴
军战略，巩固和加强优势领域，加大
新兴领域创新力度，加强战略性、前
沿性、颠覆性技术孵化孕育。要坚持

自主创新的战略基点，坚定不移加快
自主创新步伐，尽早实现核心技术突
破。要坚持聚焦实战，抓好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运用，使科技创新更好为战
斗力建设服务。
习近平指出，要推进军事科研领
域政策制度改革，形成顺畅高效的运
行机制，把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要深入研究理论和科技融合的内容、
机制和手段，把理论和科技融合的路
子走实走好。要坚持开门搞科研，加
强协同创新，加强军民融合，加强国
际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军事科研工作
大联合、
大协作的生动局面。
习近平最后强调，要毫不动摇坚
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认真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要求，把各级党组织搞坚
强，把党的领导贯穿军事科研工作各
方面和全过程。要加强科研作风建
设，加强科研经费管理，营造良好风
气。各级要主动靠上去解决实际困
难，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努力开创新
时代军事科研工作新局面。
许其亮、张又侠、魏凤和、李作
成、苗华、张升民参加活动。

新华社广州 5 月 16 日电（记者 周颖）广东省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15 日对外公布了广州市海珠区
“7·22”塔吊坍塌较大事故调查原因及责任追究结
果，
55 名事故责任人被追责。
2017年7月22日18时07分，
广州市海珠区中交集
团南方总部基地B区项目发生建筑工地塔吊倒塌较大事
故，
造成7人死亡、
2人重伤，
直接经济损失847.73万元。
经调查认定，
事故的直接原因是部分顶升工人违
规饮酒后作业，
未佩戴安全带；
在塔吊右顶升销轴未插
到正常工作位置，
并处于非正常受力状态下，
顶升人员
继续进行塔吊顶升作业，
顶升过程中顶升摆量内外腹
板销轴孔发生严重的屈曲变形，
右顶升爬梯首先从右
顶升销轴端部滑落；
右顶升销轴和右换步销轴同时失
去对内塔身荷载的支承作用，
塔身荷载连同冲击荷载
全部由左爬梯与左顶升销轴和左换步销轴承担，
最终
导致内塔身滑落，
塔臂发生翻转解体，
塔吊倾覆坍塌。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认定
事故塔吊安装顶升单位北京正和工程装备服务股份
公司、
事故塔吊承租使用单位中交四航局总承包分公
司、工程监理方珠江监理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认定中交四航局、
中建三局、
厦门威格斯公司、
马尼托
瓦克公司等涉事企业不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事
故预防措施缺失；
认定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政府安全
生产监管不力。
责任追究共对55名事故责任人和8家涉事企业提出
处理意见：
检察机关批准对7名涉嫌犯罪的人员（5名企业
人员、
2名公职人员）实施逮捕；
对26人（9名企业人员、
17
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
政务处分或其他问责处理；
由企业
对15名企业人员根据内部管理规定处理；
对3家事故企业
和7名企业人员给予行政处罚；
对5家涉事企业作出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