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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
日前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对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

《意见》指出，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要坚持“市场主
导、政府引导，自主创新、开放合作，问题导向、突出重点，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到2020年，产业规模突
破7000亿元，涌现一批知名自主品牌和优势产业集群，中
高端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

为确保实现任务目标，《意见》 强调了五个方面的政策支
持措施。一是落实税收价格优惠，包括符合条件的康复辅助器
具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 公益性捐赠
支出所得税税前扣除等政策。二是强化企业金融服务，通过融
资试点、引导基金支持、金融产品开发等促进产业创新。三是
加强财政资金引导，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纳入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等相关财政和新兴产业投资支持范围，将符合条件的
高端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
试点范围。四是完善消费支持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将基本
的治疗性康复辅助器具逐步纳入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对城乡
贫困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基本型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给予补贴。
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将康复辅助器具知识纳入相关专业
教育和继续教育范围，完善从业人员职业分类。

国务院印发《意见》

2020年康复辅助器具
产业规模突破7000亿元

� � � �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广东省外事
办了解到，27日早6时许， 被索马里海盗劫持的阿曼籍台
湾渔船“NAHAM� � 3”号上的最后一名获救中国船员回
到国内。至此，我在索马里被绑架船员全部回国。

最后一名被索马里海盗绑架
获救的中国船员回国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国防部新闻
发言人吴谦在27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就
珠海航展、首艘国产航母建设、解放军将于
近期适度上调工资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中、俄、英、巴空军飞行表演队
将参加珠海航展

吴谦介绍，11月1日至6日，第十一届中
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即“珠海航展”）将
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应中方邀请，俄罗斯
空天军“勇士”“雨燕”飞行表演队混合编队、
英国空军“红箭”飞行表演队和巴基斯坦空
军将在此次航展期间进行飞行表演。

吴谦说，俄罗斯“勇士”“雨燕”混合编
队由苏-27和米格-29战斗机组成， 将首
次在俄境外进行混编飞行表演。英国空军

“红箭”飞行表演队12架“鹰”式教练机首
次来华参演。巴基斯坦空军3架“枭龙”战
斗机参演。此外，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6架歼-10战斗机也将参演。

首艘国产航母主船体合拢成型
吴谦介绍，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的研制

工作正按计划进行， 目前已完成设计工
作，主船体已在坞内合拢成型，正在开展
设备安装和舾装等建造工作。

中美两军将举行
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
吴谦说， 根据中美两军达成的共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与美国太
平洋陆军将于11月13日至18日在云南省
昆明市南部战区综合训练基地，举行人道
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
双方计划共派出223人参加，其中中方134
人、美方89人。

解放军将于近期适度上调工资
有记者问，近期，互联网和微信中流传解

放军将于近期涨工资的消息，请予以证实。
吴谦说，这个消息可以证实。此次适

度上调军人工资是落实国家建立工资定
期增长机制之后的首次调资。需要指出的
是，军人工资水平是根据国家统一政策和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结合军人职业特点合
理确定的。 军人工资保持在一个适当水
平，有利于减轻军人后顾之忧，激励广大
官兵更好地履职尽责。

“四国机制”第二次
联合工作组会议将在京举行

吴谦介绍，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
塔吉克斯坦四国军队反恐合作协调机制
（简称“四国机制”）第二次联合工作组会
议将于1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期间，
双方将就机制的具体合作事宜深入交换
意见。

吴谦说，“四国机制”旨在落实四国领
导人就加强地区国家反恐合作达成的重

要共识，深化四国军队反恐合作，不针对
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中方愿与机制各方
共同努力，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加强反恐
能力建设，推动“四国机制”不断走深走
实。

中菲两军关系
历经山重水复，期待柳暗花明

有记者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华
期间和中方达成一致，将就南海问题回到
对话磋商的轨道，中方对此有何评价？

吴谦说， 中菲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
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
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军队将认真落
实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达成的重
要共识，排除干扰，管控分歧，积累互信，
加强交流与合作。

吴谦表示，近段时间以来的中菲两军
关系，虽然历经山重水复，但是我们期待
迎来柳暗花明。

国防部：

首艘国产航母主船体合拢成型

� � � � 10月26日是神舟十一号进入组合体的第八天， 新华社太空特约记者、 航天员景
海鹏首次穿上特殊实验服， 寄语海内外小朋友。 这是景海鹏展示为失重心血管研究
专门配置的衣服。 新华社发（航天员中心供图）

� � �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5日至27日访
问日本。 26日， 杜特尔特与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在首相官邸举行了会谈。

观察人士指出， 当前美菲关系出现
裂痕， 日本试图趁杜特尔特访日之机帮
助修复美菲关系， 将菲律宾拉到美日阵
营， 安倍为此向菲方抛出了不少诱人筹
码。 然而， 菲律宾在外交方面有自己的
考量， 日本的图谋能否实现仍是问号。

日方拉拢菲方颇为露骨
日本对杜特尔特此次访问高度重

视。 在杜特尔特到访前， 日媒透露， 安
倍在与杜特尔特的会谈中， 将向菲律宾
提供贷款， 用于棉兰老岛的农业开发。
杜特尔特曾在棉兰老岛长期工作。

26日傍晚， 杜特尔特与安倍举行会
谈， 会谈后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
件。 这些文件主要涉及日本政府帮助菲
律宾海岸警卫队提高海洋安保能力以及
帮助菲政府振兴农业经济等内容。 安倍
表示， 日本将继续帮助菲律宾提高安保
能力， 包括帮助菲律宾训练海军飞行员

和改善相关基础设施。 双方还将在打击
恐怖主义方面加强合作， 日本将为此向
菲律宾提供高速船只及相关设施， 帮助
菲律宾提高反恐能力。

菲方涉华表态总体未变
在不久前杜特尔特访华期间， 中菲

就通过对话磋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达成
共识。 杜特尔特在访日期间也表达了类
似主张。

杜特尔特在访日期间出席菲律宾经济
论坛时强调， 菲律宾“奉行独立的外交政
策”。他说，菲律宾想要“所有人的友谊”，希
望“与中国做朋友”。安倍则尽力同菲方“套
近乎”。他称，日本和菲律宾是重要伙伴，共
享包括自由、 民主、 法治在内的基本价值
观，双方同意提升双边合作关系。

对于南海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6日表示， 杜特尔特总统在访问日
本期间的有关表态， 与他在中国期间的
表态总体是相符的，也就是，中菲双方都
认为应当聚焦合作，搁置争议。

（据新华社东京10月27日电）

杜特尔特访日面面观
� � � �据新华社南京10月27日电 记者27日从国家并行计
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获悉，由该中心牵头的“E级高性
能计算机原型系统”研制项目正式启动，速度将十倍于目
前世界最快。 这标志包括核心处理器在内的全国产化百
亿亿次超级计算机步入实际研发阶段。

目前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是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峰
值性能为125.436PFlops，未来研制的E级（Exascale，每
秒百亿亿次） 高性能计算系统的峰值性能将再提升一个
数量级，达到1000PFlops以上，将为航天、材料、气候气象
等多领域关键应用提供强有力支撑。超级计算机是信息时
代发达国家竞相争夺的技术制高点，是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
力的重要标志，美、日、欧、俄等发达国家纷纷加大投入。美国
已将E级计算机上升为国家战略。

全国产百亿亿次
超级计算机启动研制
速度将十倍于目前世界最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