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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关注
英国负责交通事务的国务大臣乔·约翰逊

12日在伦敦发表演讲时表示，英国计划2040

年前逐步淘汰柴油动力火车，以减少污染排

放，改善空气质量。约翰逊表示，这一举措与

此前英国政府宣布的2040年前停止销售汽油

和柴油汽车目标相一致。他说，交通运输行业

已成英国经济中污染最严重的行业，当前铁路

行业的排放量比1990年增长了33％。英国目

前大约有29％的火车使用柴油动力。英国铁

路行业组织RSSB已宣布将于2019年年底或

2020年年初试验氢燃料动力火车。 据新华社

英国

计划逐步淘汰柴油动力火车

■ 新闻鲜看

中国人民银行13日公布公告，为落实第

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合作备忘录》，

决定授权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担任美国人民币

业务清算行。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

础设施”之一。此前，中国人民银行在2016年

9月宣布，授权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担任美国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 据新华社

央行授权摩根大通银行
担任美国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鲁炜

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鲁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阳奉阴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议

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胀，公器私用，不择

手段为个人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拉

帮结派、搞“小圈子”；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和群众纪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

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织纪律，组织

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

以权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对中央关

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

色、毫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据新华社

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
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一架载有71人

的安-148 型客机 11 日在首都莫斯科附近坠

毁，救援人员12日继续搜寻失事飞机残骸和

机上人员的遗体。大雪天气和坠机地点的复

杂地形给搜救制造了不少麻烦。

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政府组建专门委员

会对此次空难展开调查。调查人员说，已找到这

架客机的两只“黑匣子”，即飞行数据记录器和驾

驶舱语音记录器。但还不能确认坠机原因。这

架客机下坠击中地面前“仍是一个整体”，坠毁后

随即爆炸，事故现场一片火海。 据新华社

俄罗斯

找到坠毁客机“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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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申遗，距离成功还有多远？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相关负责人解读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进展

日前，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
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项目，由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
国政府签署的申报文本已正式提
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
心。这一步，是否意味着申遗工
作万事俱备？良渚古城，是否已
胜券在握？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
遗产司副司长刘洋13日就这些
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世界遗产申报是以国家为主体开

展的一项集专业性、复杂性、长期性于一

体的国际化事务。”刘洋介绍说，从最开

始的筛选、培育预备项目到最后提交世

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表决，时间跨度可多

达数年甚至十数年，其间需要举各方之

力开展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

对良渚古城申遗，世界遗产委员会

将在2018 年指定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国

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针对申遗文本进行

书面评估，针对遗址现状进行现场考

察，之后由专家工作组依据书面评估报

告和现场考察报告对该项目进行综合

评估，并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评估报

告，2019 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 43 届会

议将据此作出是否将其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决议。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报告，

将直接影响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最终结

果。文本的提交仅仅意味着正式进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方程序，接下来

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刘洋说。

严格审查即将到来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我国长江下游环

太湖地区，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晚期在该

区域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

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

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

“对良渚申遗，国家文物局一直高

度关注，早在 1996 年就将其列入《世界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备案。”刘洋表示，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良渚遗址

的分布、遗迹组成和历史文化价值不断

有新的认识，最终确定了良渚古城遗址

的申报范围，包括 14.3 平方公里的遗产

区和 99.8 平方公里的缓冲区。随后指

导当地政府配合专业团队，历时11个月

完成了共计20件资料、200余万字、5330

页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材料，并如期正

式提交。

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一年半的审查过

程中，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刘洋说，一方面，我国需同咨询机构

保持密切沟通，努力使遗址价值、保护管

理现状和长期规划得到对方充分认可，

必要时还需按要求及时提供补充材料，

就某些受到关注和质疑的问题作出说明

或澄清；另一方面，要全力推进遗址保护

管理、环境整治、阐示展示、档案监测等

各项工作，抓紧落实相关保护措施，消除

不利因素。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远古遗留至今

的土遗址，对外部环境较为敏感，保护难

度大；相较于古建筑、石窟寺等而言，可

视性和可读性差，展示难度大；同时由于

遗址地处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遗址保护

影响范围近100平方公里，而考古发掘依

然不断有新发现，因此会不断出现新问

题，保护、管理和研究工作始终在路上。”

他说。

大量工作亟待开展

我国已连续多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成功，目前拥有世界遗产52项，其中文

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2项，文化和自

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

界第二。这样骄人的“成绩”，让公众对

申遗工作寄予很高的期待。

然而，为解决《世界遗产名录》中世

界遗产类型不平衡、区域分布不平衡、时

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自 2018 年起，新

的“限额制”将开始执行，即最多每年审

查每个缔约国的1项申报项目，每年审

查申报项目总数不超过35项，更多鼓励

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国项目的申报，

并向世界遗产数量过少的国家、新近加

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若干年内未

申报的国家倾斜。

“中国等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

在今后的申遗道路上将面临更加严峻的

挑战。”刘洋说，国家文物局将遵循有利

于突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值，有利于

体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有利于向世人

展示全面真实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

根本原则，采取积极培育潜力项目、科学

开展项目遴选、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

推动开展跨国联合申遗等措施，积极化

解、努力降低新规则带给我国的不利影

响，使我国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继续延续

以往良好势态。

“2018 年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关

键的一年。”刘洋表示，国家文物局将

指导地方政府继续深化相关工作，力

求在有限时间内把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确保遗址以最佳状态接受国际组

织的考察评估。 据新华社

申遗之路挑战重重

比去年高出740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当天向国会提交了总额

4.4万亿美元的2019财年联邦政府预算

报告，五角大楼预算申请为其中一部分，

所申请额度包括 6170 亿美元国防基础

预算和690亿美元用于阿富汗战争及打

击“伊斯兰国”等军事行动的不封顶战争

基金，总计比上一财年高出740亿美元。

反导方面，美国导弹防御局申请99

亿美元预算额度，比上一财年增加21亿

美元。美国国防部不仅要求斥资强化整

个反导系统，还要求将陆基导弹拦截系

统从 44 个增加到 64 个，新增的 20 个预

期将部署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格里利堡军

事基地。

核武方面，五角大楼另外为能源部

等联邦政府非国防部门申请了300亿美

元预算额度，使2019财年国防预算申请

额度达到国会预算案规定的 7160 亿美

元。这 300 亿美元当中，约半数资金

（150.9亿美元）计划用于隶属能源部的

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比上一财年增

加近12亿美元。美国能源部表示，需要

这笔开支以更新和恢复美国的核武库。

加强“前沿部署”

美国国防部 2019 财年预算申请中

的优先事项还包括：各军种共增加兵员

2.59 万人；新造 10 艘海军战舰，其中包

括 3 艘 DDG－51 级驱逐舰；订购 77 架

F－35 战机和 24 架 F－18 战机；采购更

多炸弹和导弹；在未来5年内将美国空

军战队从55个增加到58个等等。

从预算申请内容看，美军在亚洲和

欧洲增加军事存在和提高军备水平的意

图明显。包括：在亚洲，为潜艇配备先进

武器系统，增购3架P－8A侦察机，加强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部署等；在欧洲，把

乌克兰危机后创立的、旨在遏制俄罗斯

的“欧洲威慑倡议”资金总额从 2017 财

年的 34 亿美元增加到 48 亿美元，以举

行更多军演，加强“前沿部署”，升级武

器装备等。

五角大楼12日称，2019财年预算申

请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

战略报告》为准绳，旨在“应对战备形式

变化和提升现有（作战）能力”，“扭转美

国对中俄军事优势缩小的状况”。分析

人士则指出，美国相关报告充满冷战思

维和“零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渲染大国

战略竞争，犯了根本性错误。 据新华社

反导系统和核武库建设为重中之重

五角大楼新财年军费这样花
美国国防部12日发布2019财

年预算申请，称着眼于“大国竞争”
的长期考量，大幅增加军费，谋求全
面扩军，并把反导系统和核武库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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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法官科林·布鲁斯12日宣

布，将涉嫌绑架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并

致其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克里斯滕森的审

判日期推迟到2019年4月。

为章莹颖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王志

东律师说，法官此次确定的审判日期与

美国其他以死刑罪起诉案件比大致相

当，符合美国司法的惯常做法。他解释，

法官这样做是为了给辩方足够时间准

备，避免辩方以审判日期过早为由一再

提出延期要求。法官同时也考虑章莹颖

家属要求参加审判的愿望，希望避免审

判日期一再变更和拖延，从而给其家属

从中国到美国的旅行安排带来不便。

章莹颖去年4月前往伊利诺伊大学

厄巴纳－尚佩恩分校学习，同年6月9日

在坐上一辆黑色轿车后失踪。美国联邦

调查局逮捕现年28岁的克里斯滕森，指

控他涉嫌绑架章莹颖。此后，克里斯滕

森一直拒绝认罪。联邦大陪审团在去年

10月针对嫌疑人追加了三项新罪名：一项

绑架致死、两项虚假陈述。 据新华社

美推迟章莹颖案
嫌犯审判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