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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继上个世纪70年代在非援建坦赞铁路之后，在新世纪承建的海外最长铁路———
横贯安哥拉全境的本格拉铁路全线竣工，并将于年内正式通车运营。

本格拉铁路全长1344公里，西起大西洋港口城市洛比托，直抵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
的边境城市卢奥，总投资约18.3亿美元。图为7月9日，安哥拉孩子在本格拉铁路沿线玩耍的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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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公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13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
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正式公布，这也意味着
保险业将迎来全面升级发展的新时期。

这个被业内称之为保险新“国十条”的
意见，已不再是狭义上的行业概念，高度关
注民生成意见的最大亮点， 并将会越来越
与民生各个领域紧密相连， 影响每一个普
通百姓的生活。

吃住行：
探索试点食品安全等强制险
保险， 在很多普通百姓眼中是一个金

融词汇，但翻阅这份意见可以察觉，通篇贯
穿民生领域，贯穿百姓吃住行。

根据意见， 将会把与公众利益关系密
切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医疗责任、医疗
意外、实习安全、校园安全等领域作为责任
保险重点，探索开展强制责任保险试点。

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主任王绪瑾
说，对我国目前实行的机动车强制保险，车
主们都很熟悉。 强制险有利于化解矛盾纠
纷，也有利于管理风险、化解风险。

养老：
“减税养老”将适时试点
当前，我国老龄化高峰的到来，挑战着

我国尚不健全的养老体系， 而在这一领域
商业保险恰恰可以大有所为。

根据意见，普通百姓购买养老保险的选
择将更多，比如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等。同时还将发展独生子
女家庭保障计划、探索对失独老人保障的新
模式、发展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等。

值得注意的是， 这份意见明确将适时
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
这也意味着我国酝酿已久的“减税养老”将
正式实现。税务专家介绍，“减税养老”就是
投保人不是投保的每月缴税， 而是领取养
老金之日再缴税，这是一种推迟缴税，是幅
度较大的税收优惠。

医疗：
政府购买服务将提高保障水平

政府运用市场化机制， 向商业保险公

司购买服务， 这已经在城乡居民大病保险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2013年， 11家保险公
司在全国25个省份144个统筹地区开展大
病保险业务， 已经覆盖城乡居民3.6亿人，
显著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

在医疗领域， 这种政府向商业保险公
司购买服务将更多。 根据意见， 将鼓励保
险公司大力开发各类医疗、 疾病保险和失
能收入损失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产品， 并
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
说，对百姓而言，政府更多购买医疗服务，
也意味着老百姓医疗保障标准和水平将有
望提高，这对于大病的救治尤其有益。

巨灾：
建立巨灾保险基金

刚刚发生的云南鲁甸地震提醒巨灾保
险制度要加快建立。 在国际上， 巨灾商业
保险赔款一般占到灾害损失的30%至40%，
我国还不到1%。

对于巨灾保险，意见这次明确，包括研

究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巨灾再保险等制度，
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
散机制。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教授庹国柱认为，
建立巨灾保险制度非常紧迫， 目前仍是一些
碎片化的制度设计，现在最重要的是立法。这
样参保对象、 承保范围、 保费补贴等各方
责任义务才能落实。

“三农”：
将试点农产品价格保险
根据意见， 将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

险试点。这意味着对于农产品的价格波动，
农民可能心里更有“底”。同时，探索天气指
数保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 也将增添风险
管理工具，有助于农业风险一降再降。

不仅如此，今后，农民将可以选择到更
多的“三农”保险产品。包括农村小额信贷
保险、农房保险、农机保险、农业基础设施
保险、森林保险，以及农民养老健康保险、
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新“国十条”展现五大民生亮点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惹来一片争议。作家阿来的报告

文学《瞻对》意外遇冷，甚至以0张选票落选；周啸天作品
获得了诗歌奖，却被网友炮轰其水准只是“打油诗”。作为
中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鲁迅文学奖究竟是“精英
评审”的游戏，还是应获得更多的大众认可？

阿来作品0票落选
令人大跌眼镜

《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作家阿来耗时8
年完成的作品，出版后受到读者好评，参评鲁奖后被普
遍看好。然而最终却只得了0票，令人大跌眼镜。

“这个结果简直荒诞离奇。我不是对所有评委都不
信任，但至少报告文学这一块，这些人的眼睛都瞎了。”
阿来13日表示。

参与报告文学单元评选的评委、 中国报告文学学
会副会长丁晓原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正面回应阿来作
品的落选，只表示，今年报告文学共有194部作品参评，
最后仅有10部作品入围最后一轮评选， 每位评委最多
只能投5票。“可以说， 凡是进入最后入围的10部作品，
都是精品。”

周啸天“打油诗”遭质疑
程序和质量是两回事？

与阿来遇冷相比， 另一位川籍诗人周啸天凭借诗词
选《将进茶》获诗歌奖，有媒体摘录王蒙高度评价其作品

“亦属绝唱，已属绝伦。”网上却嘘声一片，称其作品更像
“打油诗”。

“在如今杂语喧哗的年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
是，程序是一回事，质量是一回事。”参与本届鲁奖推选
工作的文学评论家樊星认为， 如果周啸天的诗获奖确
实是按照程序走，那么大众也没法否定。

“精英评审”的游戏
不必让大众满意？

如何树立中国文学奖的公信力？丁晓原认为，以鲁
奖为代表的当下精英文学评奖的社会认可度较低，应该
引起重视；专业评委应多听取受众意见，而不是将文学
封存在象牙塔里。“但实际操作中， 还遇到各种问题。比
如第五届鲁奖评选中， 我们曾设立了网上读者投票的
环节，却出现了人为操作投票数等问题。”

湖南作协副主席欧阳友权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
得者，同时也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委。他认为，鲁
奖说到底还是以专家评价标准为主的“精英评审”，难
以让每一个人特别是普通大众满意。“随着传媒日益发
达，可以经过一步步改革，探索建立一个好的平台或操
作机制，让读者的表达渠道更加畅通。”欧阳友权说。

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认为，真正的文学奖，只要评选
的结果大家认为不错，机制上公开或不公开都没关系。拿
出来的作品让人信服就可以了。 文学奖的价值所在就是
让更多的人读到好的作品。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鲁迅文学奖惹争议

只是“精英评审”
的游戏？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13日， 国
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最迟到
2016年， 各地都不得再收取档案费。

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于2012年发布
了关于降低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

通知，其中涉及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根
据通知要求， 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3年
后自动取消。这就意味着，在全国范围内，
最迟到2016年，各地都不得再收取人事关
系及档案保管费。

国家发改委: 2016年取消“档案保管费”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环境保护
部13日对外发布了 《“同呼吸 共奋斗”
公民行为准则》， 倡导公众践行低碳、 绿
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积极参与大气污
染防治和环境保护。 准则动员公民发现污
染大气及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拨打

12369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据了解， 准则共有8个方面内容， 分

别是： 关注空气质量、 做好健康防护、 减
少烟尘排放、 坚持低碳出行、 选择绿色消
费、 养成节电习惯、 举报污染行为、 共建
美丽中国。

环保部： 破坏环境行为可电话举报

据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近日，中央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加
大力度、加快进度，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四
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立专项整治工作监督举报电
话和网站。 监督举报电话：010-12380，监
督举报网站网址：www.12380.gov.cn，从
2014年8月15日起受理。

发布专项整治监督电话网站中央教育实践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