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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徐剑梅 刘阳

当地时间１月３日，美国第１１５届国会宣誓就
职，参众两院均由共和党掌控。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激烈争
斗在特朗普时代仍将延续。目前，共和党同时把持
白宫和国会，预计美国的党争将呈现新特点。新一
轮党争“大戏”将首先围绕特朗普上台后的百日执
政展开。

两党争斗延续

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在众议院占２４１席，在
参议院占５２席；民主党在众议院占１９４席，在参议
院占４８席。尽管两党在国会的实力与大选前相比没
有出现显著变化，但特朗普２０日宣誓就职后，共和
党将自２００７年以来首次掌控白宫及国会参众两院多
数，这打破了过去几年民主党奥巴马政府与共和党
掌控的国会相持不下的政治僵局，美国新一轮党争
势将出现新看点。

共和党看似占尽上风，其实在参议院的优势较
大选前减少了两个席位。由于参议院确保通过一项

立法一般需要６０票支持，因而在移民体系改革、预
算支出等大多数立法问题上，共和党仍需民主党支
持。这一格局既为两党博弈留下回旋余地，也注定
激烈党争在特朗普时代不会终结。

在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国会议员８７％是白人
男性；而民主党国会议员白人男性仅占４１％。可
见，民主党选民基础更广泛、族裔构成更多元。就
地域而言，民主党在东西海岸和大中城市及都市带
根基深厚、优势显著；而共和党在农村地区和横跨
美国中西部的广袤“铁锈带”上获得压倒性支持。

此间观察家认为，两党选民基础的分野，显露
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深度，对两党来说，构成了是相
向而行，还是继续极化的共同挑战。从弥合国家分
裂的角度，鉴于美国族裔多元化趋势有增无减，共
和党需要思考如何争取少数族裔的支持，而民主党
则需要制定“赢回”白人蓝领的方略。

瞄准百日执政

华盛顿国会山上的新一轮党争，双方都牢牢盯
住特朗普执政百日议程，预期将围绕三大重点展开。

首先，特朗普执政班底人选的听证确认。目
前，听证会争议主要集中在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人
选蒂勒森、司法部长人选塞申斯和卫生部长人选普
赖斯身上。蒂勒森因任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
期间与俄罗斯方面长期密切合作，遭到两党众多国

会议员侧目。塞申斯坚决反对奥巴马的移民政
策，普赖斯激烈批评奥巴马医改。

美国媒体预测，多数提名人选可望获得通过，
但参议院民主党人可能会设法尽量延长听证时
间，一方面借此凸显民主党在环境、外交等领域的
政策立场，一方面以此为筹码阻挠特朗普政府和
国会的共和党人废弃“奥巴马遗产”的进程。

其次，奥巴马医改的存废。奥巴马医改即
《平价医疗法案》，被认为是奥巴马执政８年
“最重要的内政遗产”。废除奥巴马医改，是去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的核心主张之一，为其吸纳了
大量白人中产及以上阶级的选票。

早在去年１２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
就明确表示，将把废除奥巴马医改作为新一届国
会的第一要务。民主党人则针锋相对地表示将全
力捍卫这一法律。

第三，奥巴马签署的多项行政命令的存废。
特朗普提名的白宫新闻秘书日前声称，特朗普上
任首日就将撤销奥巴马签署的一系列行政命令，
但没有说明具体会是哪些。

“蜜月”有多久

去年大选期间，国会的共和党人与特朗普的
关系磕磕碰碰，双方几度“翻脸”。大选结束
后，双方迅速握手言和。

从目前披露的新一届国会中共和党议程看，
这些议程与特朗普的百日执政计划相互配合的痕
迹明显。一方面，双方“蜜月”有基础——— 拥有
废除奥巴马医改、减税、放松政府监管等诸多共
同目标；但另一方面，双方宾主关系也相当鲜
明——— 是共和党在努力配合乃至迎合特朗普。

尽管如此，不容忽视的是，特朗普政府以剑
走偏锋的鹰派“政治素人”为主，而国会的共和
党人从领导层到普通国会议员，以温和、资深建
制派居多。双方共同议程虽多，但“蜜月”究竟
能维系多久，需要观察。

至于曾经的分歧，是烟消云散，还是“潜入
深水”，从俄罗斯是否“黑”美国大选的纷争中
亦可窥见端倪。对这一争议，不仅共和、民主两
党在角力，共和党内部也存在明显分歧。许多资
深共和党国会议员认定俄罗斯网络攻击对美国构
成“严重威胁”，而特朗普则坚持认为这是美国
两党政治争斗的产物。近期，新一届国会将就此
举行听证会。

客观上，如果美国上下对俄罗斯“黑”了美
国大选形成主流意见，这不仅会对特朗普上台后
重启美俄关系制造障碍，也将削弱特朗普的执政
合法性。这种利害关系，可能是特朗普坚拒美国
情报机构指责俄罗斯的潜在原因，也可能是国会
的共和党人面对特朗普的“坚拒”态度温和不予
批评的原因。 （新华社华盛顿１月３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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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支持公安工作
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感满意度，形成齐抓共
管、群策群力的良好局面，实现警民携手共筑“平安七
星”建设目标，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利用“平安桂林
七星”微信公众号在桂林市率先建设推出案件线索有奖
举报平台——— “鹰之眼”(暂名，拟更名)，并于2017年
元月1日开始在线试运行。为进一步推广利用好这一平
台，增强平台对公众的吸引力、影响力，桂林市公安局
七星分局特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案件线索有奖举报平
台”名称。

一、征集范围
面向全社会征集，所有关注、支持“平安桂林七

星”建设的单位、机构和人士。
二、征集时间
2017 年 1 月 5 日至 2 月 25 日。
三、征集要求
1 . 准确贴切。充分体现平台“案件线索有奖举

报”的功能和特点，具有通俗性、形象性、生动性。
2 . 创意新颖。具有创新性、独特性，富有吸引力

和感染力。

3 . 文字简洁。富有韵味，便于记忆和传播，字
数在 5 个字以内。

4 . 征名必须为原创，不得抄袭与借用国内外其
他城市类似平台的名称。每件作品须注明投稿人姓
名、联系方式、工作单位或地址、作品创意阐述。

5 . 同一作者投稿作品不超过 3 条。
四、投送方式
可选择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微信三种方式中的

任意一种投送作品，标题处注明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
局“案件线索有奖举报平台”征名，咨询联系电话：
13768911798 (霍先生)。

1 . 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 719279601@qq.com 。
2 . 手机短信发送至小莫 13737725214 。
3 . 微信关注“平安桂林七星”微信公众号，私

信公司客服后发送作品。
4 . 投稿格式：姓名+联系电话+平台名称+创意

说明。
五、评审办法
1 . 由主办方邀请专业人士组成评审委员会，对

征名作品进行初评，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

作品进行评选。整个活动全程，邀请有关媒体进行现
场报道和舆论监督。

2 . 入围作品将在“平安桂林七星”微信公众号
上公布并组织微信投票，评审按微信投票占 40% 、
评审委员会打分占 60% 来综合得分，评选出一、
二、三等奖。

3 . 同一作品或雷同作品不重复授奖，以投稿的
时间为准择先参评，同一人获奖作品不能超过 2
件。

六、奖励办法
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6 名，优

秀奖 20 名。
一等奖： 2000 元
二等奖： 1000 元
三等奖： 500 元
优秀奖： 100 元
七、特别声明
1 .参赛者可登录桂林七星区网上公安分局网站

(http ：//www.glga.gov.cn/010405/)和关注“平安
桂林七星”微信公众号查阅相关信息和资料。

2 . 征名作品一经获奖采用，所有权、修改权和
使用权均归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所有，凡涉及抄
袭、借用等侵权行为的，均由投稿人自行承担一切后
果。

3 . 参赛者投稿作品一律不退。
4 . 因投稿作品延误、丢失、误寄、错寄等非征

集单位原因造成作品未能如期参赛的，由参赛者自行
负责。

5 .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主办单位：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
承办单位：桂林市盈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关注“平安桂林七星”公众号，操作流程如下：
第一步：识别图中二维

码，点击关注“平安桂林七
星”公众号。

第二步：对于安卓手机，①
打开公众号，②点开右上角人
形图标，③再点开右上角三个
白点图标，④选择添加到桌面。

对于苹果手机：①打开公众号，②点开右上角人
形图标，③打开“置顶公众号”按钮。

第三步：①打开公众号，点开下排中间“鹰之
眼”栏目，②点击“我要告诉你”栏目，③填写异常
信息内容(我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均为非必填项，可不
填)后确认提交，④显示“谢谢您信任我们”表示信
息提交成功。

“鹰之眼”平台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试运行，
因该平台产生的各种法律问题，由桂林七星公安分局
负责解释。

功能介绍如下：
1. 认不认识 TA ——— 监控照到 TA
此功能栏里有监控拍下的线索，大家可以进来看

看有没有认识或者见过的，都可以提供信息。
2. 我的贡献值
前方请注意：你每收到 1 元红包奖励就意味着你

在“鹰之眼”平台内的贡献值为 100 个积分，不要
小看这个积分哦，后续这个积分将非常有价值，敬请
关注！

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案件线索有奖举报平台”有奖征名活动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１月３日电（记者赵焱 陈威华）智利国家队主
教练皮齐３日在智利圣地亚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的队伍有
能力赢得将于中国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冠军。

皮齐说：“这是一次学习的机会，特别是这支即将出征的队伍
中有些成员是第一次代表智利国家队，但我们的目标是取得这次比
赛的冠军，我们也有这个能力。”

皮齐逐一分析了比赛的参赛球队，他说：“克罗地亚队在世界
上能够排到第１５至２０名，虽然这个国家经常涌现很多优秀球员，但
他们参赛的选手并不是最优秀的。中国队的主教练是世界一流的，
主场优势也会助力。冰岛队虽然在欧锦赛上表现出色，但这次的队
伍中只有５人参加过欧锦赛，并不用担心。”

智利队将分两批前往中国参赛，分别于４日和５日出发，皮齐说：
“我们将途经纽约，旅途非常遥远，但我们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首届中国杯将于１月１０日在广西南宁体育中心体育场揭幕，除
中国队外，其余三支参赛球队分别为智利、克罗地亚和冰岛队。中
国队首战将对阵冰岛队，智利队将迎战克罗地亚队。

新华社南京１月４日电（记者王恒志 王镜宇）
岁末年初短短七天，网名为Master的神秘“网络
棋手”在网络上已经取得对包括柯洁、朴廷桓和井
山裕太在内中日韩顶级高手的快棋５４连胜，唯一一
盘没能赢下的原因竟然是陈耀烨掉线了，这盘棋被
系统“判和”，但连胜的纪录仍在继续。

在众多高手和棋迷看来，这位Master十有八
九就是去年人机大战中大胜李世石的“阿尔法
狗”，推断的理由和逻辑也很简单：没人能这样连
胜下去。要知道，短短七天不到，倒在Master手
下的包括中韩第一人柯洁和朴廷桓、２０１６年新科世
界冠军唐韦星和陈耀烨及范廷珏、芈昱廷、古力、
时越、朴永训、金志锡、姜东润、井山裕太……能
这样连胜人类一流高手的，网友们笑言，如果不是

阿尔法狗，那一定是佐为附体了——— 在日漫《棋
魂》中，灵魂形式存在的大国手佐为曾在网络围棋
世界掀起一场风暴。

更令高手和棋迷们坚信这位神秘高手是阿尔法
狗的原因是，Master在过去七天里一次又一次打
破了不少“定式”和“棋理”，很多此前被认为
“铁亏”的下法，Master最后都赢了，类似的情
况，去年的人机大战就曾出现过。

３日晚，柯洁用大家熟知的“潜伏”账号和
Master过招，结果仍以中盘落败告终。当晚稍早
时间，Master还连胜了韩国名将朴廷桓和元晟
溱。４日上午，Master又连续击败周俊勋、范廷珏
和黄云嵩，连胜纪录达到了５３场，唯一没有输棋的
陈耀烨，却是因为刚下了７手就掉线，被系统判

和，这也让众多网友调侃，原来能“终结”
Master的只有掉线。到记者发稿时，Master又
在一场１分钟一手的对局中７目半击败了６４岁的棋
圣聂卫平，将连胜纪录扩大到５４场。

自李世石落败以来，围棋爱好者们都十分期
待正处巅峰期的柯洁能为人类“扳回一城”，记
者４日致电柯洁，不过他因肠胃炎卧床，没能接
受记者的采访，他的父亲表示，目前暂时还没有
柯洁要和阿尔法狗再度上演人机大战的消息。

不过，此次Master横扫一流高手都是下的
２０秒或３０秒３次的超快棋，如果Master真的是人
工智能，快棋无疑令其更“占便宜”，毕竟人工
智能的计算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这也让一些棋迷
对Master的慢棋表现相当感兴趣，不过目前为

止Master仍然只下快棋，只在和聂卫平对局时
调整了时间以示尊敬。

当然，在很多高手看来，不管快棋慢棋，
Master的棋力已经到了十分强大的地步，芈昱廷
在输给Master后就发朋友圈说：“如果它的程序
是中国规则，拿黑棋还是有可能盘七的。不过它要
是把胜负标准调成让先，估计人还是赢不了。”

和去年初人机大战掀起围棋热潮一样，
Master这次同样引发了无数关注，业内也普遍
认为这对围棋的发展有益无害，唐韦星就在自己
的微博上表示，围棋魅力不会因此变小，也与人
工智能多么强大无关。

日本著名棋手藤泽秀行先生曾说：“棋道一
百，我只知七。”Master的出现，或许对人类
棋手打破心中的“定式”大有裨益，柯洁在１２月
３１日深夜１１点多的新年旧岁之交就发布微博说：
“人类数千年的实战演练进化，计算机却告诉我
们人类全是错的。我觉得，甚至没有一个人沾到
围棋真理的边。但我想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棋
手将结合计算机，迈进全新的领域达到全新的境
界。新的风暴即将来袭，我将尽我所有的智慧终
极一战！”

1月3日，
在位于纽约的联
合国总部，联合
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向联合国工作
人员讲话后挥手
致意。

当日是联合
国第九任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
雷斯就任后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开
始工作的第一
天。

新华社/美联▲1月4日，在韩国首尔，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钟范被押送至独立检
察组驻地接受调查。

当日，韩国“亲信干政”事件独立检察组传唤青瓦台前政策调整首席秘书安
钟范、青瓦台前附属秘书郑虎成等事件关键人物。 新华社发（李相浩 摄）

【新华社微特稿】２０１７年第３天，研究人员宣布一项惊人发
现：人体内有一个“新”器官。

美国媒体３日报道，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医院教授卡尔文·科菲
首先宣布这一发现，报告发表在《柳叶刀·肠胃病学与肝脏病学》
杂志上。

其实，这一“新”器官在人体内一直存在，只是大家原来仅把
它看成分散的组织。这一器官位于人体消化系统内，原来一直在解
剖学中被称为“肠系膜”，被视为连接肠道与腹部的双层腹膜，是
一系列碎片化的独立组织。

科菲的理论认为，肠系膜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具有连续性的
器官，只是目前该器官的功能尚需进一步研究才能明确。

科菲的研究报告已通过同行评议。他认为，研究这个新器官可
能会使人们对胃肠疾病有更深入了解。

《赫芬顿邮报》网站报道，世界知名教科书《格雷解剖学》已
收录这一新发现。 （海洋）

新华社北京１月４日电（记者安蓓）国家发展改
革委４日称，已于近日颁布《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定
价办法（试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超
大网络型自然垄断电网行业的定价办法。

这一定价办法的出台，加上此前已颁布的《输
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标志着我国已初步建立
起科学、规范、透明的电网输配电价监管框架体
系，对电网企业的监管进入制度化监管新阶段。

定价办法明确了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体系。规

定以提供输配电服务相关的资产、成本为基础，确
定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准许收入，并分电压等级、
分用户类别核定输配电价，建立规则明晰、水平合
理、监管有力、科学透明的独立输配电价体系，既
要确保电网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电力，又要使输配
电价合理反映输配电成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
优质的输配电服务。

定价办法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既
明确规定了折旧费、运行维护费、有效资产、准许

收益率等指标的核定原则和具体标准，又明确
规定了不得计入输配电价定价范围的成本费
用、资产，还规定了分电压等级、分用户类别
输配电价的计算办法，提出了妥善处理政策性
交叉补贴的初步思路。定价办法同时明确了激
励约束机制。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制定输配电
价定价办法，一方面深入总结了前期深圳电网和
蒙西、宁夏、安徽、湖北、云南、贵州等省级电

网试点的经验，逐步形成较完善的办法；另一方
面，充分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电网企业监管
的经验，形成了以严格的成本监审为基础，并引
入激励性规制理念的现代监管制度框架。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２７日，国家发改委就定价
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位负责人说，具体
意见基本已在办法中体现或在修改时采纳，还有
一些是在改革试点中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将在
改革过程中逐步细化落实。

美国新一轮党争“大戏”如何影响特朗普
■国际观察

对人类高手54连胜

Master除了“阿尔法狗”还能是谁

我国出台输配电价定价办法

新华社昆明１月４日电（记者丁怡全）１月５日起，昆明铁路局将
新开３９对动车组列车，首次开行昆明南至北京西、昆明南至上海虹
桥、昆明南至南京南、昆明南至深圳北等多趟动车组列车。

自１月５日起，沪昆客专将开行１８对Ｇ字头动车列车，主要开行
方向为昆明南—北京西２对、昆明南—上海虹桥３对、昆明南—南京
南２对、昆明南—深圳北２对、昆明南—贵阳北５对、昆明南—长沙
南１对、昆明南—南昌西１对、昆明南—济南西１对、昆明南—武汉１
对；云桂铁路将开行１８对Ｄ字头动车组列车，开行方向为昆明南—
广州南１２对、昆明南—南宁东３对、昆明南—北海１对、广州南—南
宁东１对（昆明局担当）、广州南—百色１对（昆明局担当）；昆玉
城际铁路将开行昆明南—玉溪３对Ｄ字头列车。新开列车的停站情
况及停靠时间请查询１２３０６网站及各车站公告。

此次调图后，昆明到各大城市旅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其中，昆
明到北京由原来的３３小时２２分钟缩短至１２小时１９分钟，到上海由原
来的３４小时８分钟缩短至１０小时３６分钟，到深圳由原来的２９小时７分
钟缩短至６小时５２分钟。

昆明铁路局１月５日起

新开３９对动车

科学家发现人体“新”器官

智利队期望夺得中国杯

韩国“亲信干政”事件独立检察组传唤关键人物

联合国新秘书长

古特雷斯上任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已经发
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规范电信服务协议有关事项的通知》,要
求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订立入网协议时，应当要求用户出示有效
身份证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进行查验，对身份不明或拒绝身份
查验的，不得提供服务。通知自2017年2月1日起施行。

工信部提出，用户委托他人代办电信业务手续的，电信业务经
营者应当要求受托人出示用户和受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提供真实
身份信息进行查验。

下月起用户签入网协议
必须实名

新华社雅加达１月４日电（记者周檬）印度尼西亚军方４日说，
由于澳大利亚方面侮辱印尼建国五项基本原则，印尼已中止同澳大
利亚的一切军事合作。

印尼军方发言人武尔扬托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印尼早在上月中
旬就已作出这一决定，因为双方军事合作的内容有很多都对印尼不
利。不过，他同时承认，澳大利亚方面侮辱印尼建国五原则，是印
尼作出中止军事合作决定的主要原因。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前，印尼军官在澳大利亚参加两军交流活
动期间，发现澳军方一份训练材料中含有侮辱印尼建国五原则的内
容。但报道并未披露其具体内容。

根据印尼宪法，“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
义、社会公正”是印尼建国的五项基本原则。

印尼与澳大利亚互为邻国，但双边关系波折不断。两国在难民安
置、毒贩处置等一系列事件中立场相左。２０１３年１１月，澳大利亚媒体
披露，澳情报机构曾对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及部分印尼高官的手机
进行窃听，引发印尼方面震怒，印尼随后宣布中止与澳多领域合作。

印尼宣布中止

同澳大利亚一切军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