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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台胞台企选择到大陆发展
国台办：将继续研究出台更多新举措，提供更多便利，创造更好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国台办发言
人马晓光 26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
示，我们奉劝民进党当局放弃分裂立场，停止
破坏两岸关系的言行，回到“九二共识”的共同
政治基础上来，不要再与两岸同胞改善发展两
岸关系的民意为敌，不要再与台湾同胞改善经
济民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为敌。
新华社记者提问， 台湾方面陆委会日前
称，大陆要求台湾接受“九二共识”就是要消灭
所谓“中华民国”。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马晓
光在答问时作上述表示。
有记者提问谈及岛内最近一项民调显示，
超过六成台湾民众赞成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发展两岸关系。对此，马晓光表示，经过两年多
来两岸关系紧张复杂的变化，大多数台湾同胞
从切身利益出发，已经认识到“九二共识”的重
要性和可贵性。这有助于两岸同胞在“九二共
识”基础上，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局面，
共同创造互利双赢的两岸关系美好未来。

香港三大跨境基建推进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速
据新华社香港 12 月 26 日电（记者 战艳）
2018 年是香港跨境基建的丰收年份。 金秋之
际，两大跨境基建结出硕果：9 月，广深港高铁
香港段开通；10 月，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连接
香港与深圳的莲塘/香园围新陆路口岸也呼之
欲出。三大跨境基建工程的推进，令香港可更
好发挥其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优势，带动粤港
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建世界级港口群，香港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提速。
经历 8 年建设，广深港高铁香港段 9 月正
式开通，香港迈入高铁时代。这条短短 26 公里
的高铁接入国家 2 万多公里的高铁网络后，贯
通广州、深圳、香港三个粤港澳大湾区龙头城
市，使大湾区快速客运网络更完善，可推动区
内经济、社会和文化交流。
经 9 年建设，港珠澳大桥 10 月 24 日正式
通车。 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对香港经济发
展意义重大： 不仅可将香港的经济辐射力延伸
至珠江西岸，助力解决土地“瓶颈”问题，更可为
香港带来与珠三角腹地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两大跨境基建相继启用，香港旅游业受益
明显。香港旅游发展局 11 月底公布，10 月访港
旅客达 588 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逾一成。香
港旅游发展局主席林建岳表示，加上国家大力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香
港旅游业发展将进入新阶段。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不同场合
指出，三大基建对香港融入国家发展、香港未
来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民生非常重要，有助形
成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格局，为促
进大湾区建设提供了良好基础， 为大湾区人
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吸引海内外人才提
供了最佳条件。

“回乡证”“台胞证”买火车票不再需填内地手机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12 月 27 日起，铁路部门优化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回乡证”）、台湾居
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简称“台胞证”）网上注册
核验流程，努力为港澳台旅客提供更加方便快
捷的服务。
以往，使用“回乡证”“台胞证”的港澳台旅

■来大陆台生台青保持两位数增长
据介绍，近一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已有
1000 多家台企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税收
优惠，100 多家台企获得工业转型升级、绿色制
造、智能制造等专项资金支持。今年台生报考

客在 12306 网站进行用户注册和添加常用联
系人时，需要先在网站注册，再去车站窗口核
验证件，注册时还需使用内地的手机号进行短
信验证。优化流程后，手机号码改为选填项，旅
客根据证件填写姓名、证件号码、出生日期和
证件有效期截止日期等信息后，即可通过身份
信息核验，全部流程可在网上办理。

大陆高校的人数、 台青来大陆就业实习的人
数，以及由大陆就业创业机构提供服务的新增
台企数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越来越多台胞
台企特别是台生台青选择来大陆发展，实现人
生理想。他表示，大陆方面将继续针对广大台
胞台企普遍关心的问题，适时研究和出台更多

■新个税法条例对台胞放宽优惠
马晓光在发布会上应询表示， 据了解，将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对境外人士包括台湾人士境外所得
税问题作出了进一步放宽的优惠安排，台湾同
胞可以享受这些新的规定。
据介绍，个人所得税法修订前，包括台湾
同胞在内的境外人士取得的由境外支付的境
外所得优惠期为 5 年，即针对在大陆境内无住
所，但居住 1 年以上、5 年以下的个人，可以只
就大陆境内所得和大陆境内支付的境外所得
缴纳个人所得税。 修订后的实施条例将上述 5
年优惠期进一步延长为 6 年，同时增加了单次
离境超过 30 天， 该无住所个人上述居住满 6
年重新起算的规定，实质对境内居住累计时间
计算方面也给予了更优惠安排。

护航十年 大国担当已成闪亮“名片”
我海军共为
3400 艘外国船舶
护航， 超过总数
一半
中国海 军 第 20 批 护
航编队开展环球访问。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记者 杨维汉）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在 12 月 24 日召开的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会上
强调，人大代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以担当精
神、饱满热情、良好作风履行代表职责，不辜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
54位列席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纷纷发言，
围绕常委会一年来履职情况、需要加强和改进的工
作、起草好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等提出意见
和建议。
栗战书指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组织
筹备工作已提上工作日程，希望代表们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呼声，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和专业特长，在深入研究、反复论证的
基础上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 要善于从政治
上、大局上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接地气、察民情、聚
民智，审议好各项议案和报告，为圆满完成大会各
项任务作贡献， 要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求真务实、严谨细致，遵守会议纪律，发扬良好会
风，时时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南极泰山站配套系统开工
新华社南极内陆 12 月 26 日电（记者 刘诗平）
中国南极泰山站二期工程 26 日正式开工， 主要任
务是完成泰山站配套系统工程。
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内陆队 （泰山队
和昆仑队）25 日抵达泰山站。21 人组成的泰山队将
完成泰山站二期工程所有工作， 包括雪下建筑组
装，安装一系列配套系统——
—发电系统、新能源系
统、污水处理系统、融雪系统及远程无人值守供电
系统等。
泰山站位于中山站与昆仑站之间的伊丽莎白
公主地， 距离中山站约 520 公里， 海拔高度 2621
米。 泰山站一期主体建筑完成后，2014 年 2 月建成
开站。
泰山队队长姚旭说，泰山站二期将为主体建筑
进行内部装饰装修，并完善室外辅助模块及相关配
套设备系统。

“呼死你”为何“打不死”
改头换面活跃于社交和电商平台
■新华社记者 吴剑锋 唐弢
2015年在也门亚丁港，临沂舰女舰员
帮助撤离的儿童登舰。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我是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 16 频
道呼叫我。” 这条以汉英两种语言播发的
通告，每天在亚丁湾上空回响。
10 年来， 中国海军先后为 3400 艘外
国船舶实施了护航，约占我护航船舶总数
的 51.5%；解救、接护的船舶中，外国船舶
占 50%左右。一些国家的商船宁可等上两
三天，也要让中国军舰护航；不少外国商
船甚至从“国际推荐走廊”驶过来，申请加
入中国海军伴随护航的队伍。
为中外商船护航之余，海军护航编队
积极承担国际义务， 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优
质的公共安全产品。2015 年春， 也门内战
爆发， 第 19 批护航编队奉命暂停护航，前
往撤侨。护航官兵将有限的餐厅、床铺都让
了出来，而自己食宿简单，甚至在通道和衣
而睡。 这让刚脱离险境的同胞和外国民众
热泪盈眶。10 年间， 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已
成为一张闪亮的“名片”，生动诠释了中国
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军队是维护世
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一掷头颅救万夫 陈中柱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26 日 电 进 入
江苏盐城市建湖县
的草堰口中柱初级
中学，教学楼前的中
心花园有一座陈中
柱烈士的半身塑像。
塑像前，学生们进行
过入团宣誓，领取过
中柱奖的奖状，聆听
过陈中柱烈士的事
迹……
陈中柱像。 新华社发
陈中柱， 字退
之， 江苏建湖人。
1906 年 10 月出生于建湖县草堰口乡堰东村一
个 农 民 家 庭 。1925 年 到 上 海 电 车 公 司 工 作 。
1927 年北伐军进入江苏，他返回家乡，参与筹
建国民党支部和农会组织，与地方土豪劣绅进
行斗争。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 到南京进入江
苏警官学校学习。1928 年入黄埔军校第 6 期学
习。1931 年毕业后，在国立中央大学、天津北宁
铁路、江苏津浦铁路等处任职。
1937 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陈中柱被
委任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特种团第 3
总队少将团长，参加了台儿庄战役。1938 年底，
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 4 纵队司令，在
苏北从事抗日活动。 他非常重视军队文化宣
传，在部队组织政工队，编辑出版《战地新闻》
《新群报》等，并组织当地中学师生演戏唱歌，
宣传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9 年秋， 率部进驻
江苏泰州， 同新四军配合和日军进行游击战，
曾设伏击沉日军汽艇 2 艘。
1941 年 6 月，日、伪军分多路“扫荡”陈中
柱所在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其主要矛
头指向陈中柱的第 4 纵队。 由于敌人来势迅
猛，第 4 纵队未能及时转移，遭到日军包围。陈
中柱率部边打边退，损失惨重。退至兴化武家
泽一带时被日、伪军拦截。战斗中，陈中柱身中
数弹，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
陈中柱牺牲后，残暴的日寇割走了他的头
颅。当地百姓将陈中柱尸身殡殓埋葬，并插一
块木牌，上面书写“陈中柱将军”。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中柱被国民政
府追晋为中将军衔。1987 年， 经江苏省人民政
府批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盐城市人民
政府将陈中柱烈士墓从泰州迁至盐城市烈士
陵园。2014 年 9 月， 陈中柱名列第一批 300 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新举措， 为台胞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更多便
利，创造更好条件。

栗战书出席人大座谈会

收视率统计失真将成“过去式”
广电节目评价大数据系统试运行，“样本污染”偏差可从 50%降至百万分之一
■新华社记者 白瀛 魏婧宇
今年 9 月，导演、编剧郭靖宇在一次演
讲中表示， 行业内存在收视率造假的黑幕。
一石激起千层浪，电视节目收视率的功过被
推上风口浪尖。时隔 3 个月，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 26 日在京宣布， 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
合评价大数据系统基本建成并开通试运行。

过度关注收视率成造假土壤
在曝出收视率造假黑幕后不久，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通报，针对收视率问题的舆情和
反映，已采取相关措施，并会同有关方面抓
紧开展调查，一经查实违法违规问题必将严
肃处理。
广电总局广播电视规划院院长余英说，
对收视率的过度关注，直接影响市场的资本
运作，导致了收视率造假的问题。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秘书长王鹏
举介绍， 现在一些电视台在购买节目时，要
求制作方保证收视率，否则就不购买或者将
收视率与购买价格挂钩，这就形成了收视率
造假的土壤。
目前我国业内普遍采用的广视索福瑞
有着天然不足。王鹏举说，广视索福瑞采用
抽样调查，以北京为例，只有不到 1000 户样
本户，很容易造成调查失真。
收视率造假扭曲了整个行业的价值观。
“大 IP”“小鲜肉”成为很多电视剧的标配，却
不受主流观众的认可。
“假收视率使电视剧的创作体系遭到了
根本上的破坏。”王鹏举说，“小鲜肉”在年轻
人中影响大，广告商投放广告主要冲着年轻
人的购买力，所以受到电视节目制作方和播
出方的青睐，酬金远远超过了“老戏骨”，于
是节目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创作失去了公平
公正的评价体系和市场环境，从而危害到国
家的文化导向和文化安全。

新华时评

收视率“真” 才可引导影视创作“深”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研发的收视综合
评价大数据系统 26 日正式开通运行， 旨在对
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率进行客观真实的统计，还
影视剧行业一片清明。
影视剧行业有一句话叫 “得收视率者，得
天下”。收视率像一把尺子，衡量着电视剧的受
欢迎程度，成为广告投放和影视资源开发的依
据。如此重要的数据，本该来自观众的真实选
择，然而有些人却利用原有收视率统计系统样
本容量小的空子，通过控制样本户的观影选择
操纵收视率。
剧情靠复制粘贴却收视爆棚、“零演技”
演员成收视红人，20 集的故事被“注水”到 50
集……“受污染”的收视率，制造出一连串虚假
繁荣的乱象。
收视率造假，污染影视剧制作环境。通过

新系统几乎可杜绝样本污染
2016 年，广电总局就批准由广播电视规划
院牵头，自主研发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综合评价
大数据系统；2018 年，该系统通过验收。
余英介绍，系统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实时统计全量样本收视数据，分析颗粒度精准
到户，既可以反映热门节目、黄金时段的收视
情况，又可以精准捕捉小众节目、边缘时段的
收视特征，全面还原多元化的收视需求。
“例如，某城市 500 万用户，如果按以往的
办法，从中抽样选取 500 个样本用户，那么这
些样本户没有看过的节目均会被统计为‘零收

数据操控就能获得好的收视成绩之时，创造力
和匠心似乎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以品质为上、
追求卓越的创作理念受到冲击。
收视率造假，扰乱观众审美选择。被造假
的收视率剥夺了鉴赏家和评判者的地位，观影
需求“被代表”，“热门”电视剧不是出自真心选
择。“金玉其外”的影视剧充斥荧屏，令人分不
清东施西施谁美、李逵李鬼孰真。
收视率造假，影响国家文化建设。“为人民
服务”是文艺创作的准则，造假的收视率掩盖
了人民群众真实的文化需求。 没有人民群众，
文艺就没有土壤，创作就没有源泉，创新就没
有方向。
为此，此次推出的收视综合评价大数据系
统，就是要通过大数据、封闭传输、清洗处理等
技术手段，保证收视率的真实客观，真实反映
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指导影视创作方向。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视’；而在新系统的全量样本统计中，即使 1‰
的低收视率也对应着平均每分钟 5000 个收视
用户。”
系统基于海量大数据统计， 个体样本数
据污染对统计结果的影响可忽略。“同样对于
500 万用户的某城市， 如果针对某节目污染
500 个抽样中的 5 个样本用户数据，该节目的
收视率就可提升或降低 1%。如果该节目的真
实收视率为 2%，统计偏差可达 50%。而对新
系统而言， 这种情况仅会对该节目的收视率
影响百万分之一，统计误差可忽略，系统抗污
染能力强。”余英说。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通过恶意呼叫影响受害者正常通信，从而实施
打击报复、敲诈勒索、强买强卖、非法追债等违法犯
罪行为——
—“呼死你”软件令人深恶痛绝。近期，工
信部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清理互联网上“呼死你”等
软件相关销售推广信息。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禁令之下，在一些
社交和电商平台上，“呼死你”软件地下交易仍很活
跃，只不过改头换面更新为“云呼”“要债神器”等名
称。一些不法分子甚至在信息发布平台上直接发布
“呼死你”软件加盟信息，以培养更多卖家。

公然发布加盟信息
11 月初，工信部公布《关于推进综合整治骚扰
电话专项行动的工作方案》， 要求各相关互联网企
业包括信息发布、电商、应用软件分发和社交平台，
全面清理“呼死你”等软件相关销售推广信息，让相
关信息“发不出、搜不到、用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不少网站已经对“呼死
你”搜索结果不予展现，然而，部分软件改头换面，
以“云呼”“要债神器”等名称依然活跃在社交和电
商平台上。
在百度贴吧，记者搜索关键词“云呼”，随即出
现“66 云呼”“云呼破解”等多个贴吧，这些贴吧的关
注人数大多在 100—400 之间，内部成员交流活络，
话题基本围绕软件的推广进行。不少卖家在贴吧上
发布个人联系方式。
在淘宝网上，记者输入“电话要债”等词后查看
搜索结果，发现部分“呼死你”软件以直通车广告的
形式出现，其标题描述往往十分直接，包括“疯狂云
呼加 Q”“炸机找我”等。还有不少商家将商品描述
改为“一直打电话”“私人订制复仇”等。

游击式推广钻审核漏洞
禁令之下为何仍有商家顶风作案？一名淘宝店
主表示，淘宝直通车广告内容发布，只是设置了各
类违禁关键词，商品广告只要不使用这些词汇就可
以发布， 这给了许多不法商家可乘之机。“呼死你”
这类软件的用户一般目的明确，商家只需设置一些
方便被搜索到的关键词，例如“云呼”“要债”等，就
会被用户搜到。
该店主表示， 这类店铺一旦被发现或举报，往
往会遭受下架或封店的处罚。因此，为逃避打击，一
些店铺并不直接在淘宝上售卖“呼死你”软件，而是
将有需求的客户引流至其他社交平台。
淘宝上多位“呼死你”卖家的回复证实了该说
法，这些卖家往往只将“加 Q 详聊”等作为默认回
复。而部分加盟信息发布平台的审核更为“宽松”。
记者尝试在微商加盟网上发布一条标题为 “呼死
你加盟”的信息，在无任何审核的情况下信息被发
出。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建议，各平
台可借鉴电商打假模式，构建“呼死你”禁售联盟，
实现防控数据的联盟间共享， 从而掐断其售卖线
路。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26 日电）

“打不死的小强”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