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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止是“包租婆”共享房东

将对

第四批8个中央环保
督察组全部实现进驻

重点盯住中
央高度关注、群
众反映强烈、社
会影响恶劣的突
出环境问题及其
处理情况

8月15日下午，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进
驻西藏自治区。至此，第四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
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

吉林 浙江 山东 海南
四川 西藏 青海 新疆

这也意味着，我国今年将实现对31个省份
的中央环保督察全覆盖

开展环境保护督察

（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在督察工作动员会上，各督察
组组长强调，督察要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重点推动地方落实环
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严肃问责等工作情况

重点检查环
境质量呈现恶化
趋势的区域流域
及整治情况

重点督办人民群众
反映的身边环境问题的
立行立改情况

重点督察地方党委
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环
保不作为、乱作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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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论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

话精神》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
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本书收录了人民日报刊发的
8 篇评论员文章和新华社发表的

6 篇评论员文章，对广大党员干
部 深 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出版

新华社“科学”号8月15日电（记
者张旭东）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
船“科学”号14日对人类从未探索过
的西太平洋卡罗琳海山进行首次科
学考察，采集到丰富的生物和地质样
品，其中包括一株罕见的淡黄色海绵
以及有永恒爱情象征的偕老同穴海
绵。

海绵是多细胞动物中最原始而
简单的一个类群，虽然经历几亿年的
进化，组织器官仍然没有分化，没有
口和消化腔，一般呈瓶状、圆柱状或

高脚杯状，体壁表面有很多进水孔。
一些海洋生物喜欢在海绵内栖居。

记者在采样篮内看到，一株约80
厘米高的淡黄色海绵最为引人注
意。科考队员表示，这么大且有颜色
的海绵非常少见，一般海绵都是白
色。

采集到的一株偕老同穴海绵高
约50厘米，拥有精致的白色网络状形
体，表面有晶体的刺。偕老同穴这一
名称的由来和一种名为“俪虾”的小
虾有关。这种小而纤弱的虾在很小

时，常一雌一雄从海绵小孔中钻入，
生活在海绵中既安全又能得到食物，
随着小虾长大，它们在海绵体内再也
出不来，成对相伴生活，直至寿终，因
此人们把这种海绵称为偕老同穴。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偕老同穴海绵是
永恒爱情的象征，其干制标本也被作
为定情信物送给心上人。

本次下潜中，“发现”号还采集到
了海胆、铠甲虾、海葵和珊瑚等生物
样品。

科考队员介绍说，“科学”号搭载

的“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对卡罗
琳海山南麓的部分区域进行了精细
考察，最初下潜深度约1500米，随后
逐渐向上爬，发现的生物也越来越
多。在7个多小时的作业中，“发现”
号采集到了20多个生物样品、两块岩
石样品和深海水体样品等。

海山又称海底山，是指从海底计
高度超过1000米，但仍未突出海平
面的隆起。卡罗琳海山位于地球最
深处——马里亚纳海沟南侧，雅浦海
沟东侧。

据“科学”号获得的最新地形扫
描数据，按50米等深线计算，这座海
山南北向长约15海里（27.78千米），
东西向长约5海里（9.26千米），实际
面积是海图测算面积的5倍多。海山
最高处距海平面约28米，山顶部是一
个椭圆形盆地。

“科学”号正在执行中国科学院
战略性先导专项“热带西太平洋海洋
物质能量交换及其影响”中的2017年
卡罗琳海山航次，于8月7日从深圳
起航，计划9月3日返回国内。

探秘卡罗琳海山

“科学”号发现 海绵

新华社上海8月15日电（记者
张梦洁）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理念的深入，契合年轻“创客”尤其是
小微企业需求的共享办公模式近年
来国内走红。这个多元化、开放式的
环境离不开“大家长”一样的办公管
家，帮助创业者共享空间的同时，更
共享资源。

29岁的陈褘錤毕业于香港理工
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在是裸心社上
海娄山关路社区的一名办公管家。
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共享办公
空间运营商，于今年7月刚刚开放试
营业的娄山关路社区总面积1.1万平
方米，能够提供1700个工位。最便宜
的移动办公位月租仅需1800元，可以
共享WiFi、会议室、会客厅等。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会
客厅内整片的绿植墙、色彩各异的沙
发、丰富多彩的图案。吧台供应免费
的啤酒、咖啡、蛋糕、简餐，还有桌上
冰壶球游戏供人休闲娱乐。“这是一
个更加休闲、更具活力、充满创意的
办公空间，创造的是开放、协作、共享
的‘社区’氛围，而我们管家就是大家
的‘社区长’。”陈褘錤说。

据了解，娄山关路社区有4个像
陈褘錤这样的管家。管家的工作首
先是要确保社区的正常运营，包括办

公设备的维护、公共休闲区的管理
等。更重要的是，管家还要及时了
解、跟进员工的各种商务需求，小到
预订机票、酒店，大到寻找商业合作
伙伴。为此，每一位管家上岗前都需
要接受高端服务业方面的专门培训。

意大利“海归”Cristina去年10

月回国，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美食电商
平台，是裸心社新天地社区的会员。
为了给8月23日的一场线下活动找
食材供应商，Cristina 通过裸心社
app的留言板发布了这一需求。很
快，陈褘錤联系上了Cristina，并向
她推荐了入驻娄山关路社区的一家

餐饮公司。
“我有任何需求都可以通过app

来发布，管家们通常很快就会回应。
通常来说，大公司的高层才会有这样
的便捷的、高效的‘私人助理’服务。
但通过共享办公模式，很低的入驻门
槛就能实现。”Cristina说。

这种资源共享不仅体现在线上，
也体现在线下。陈褘錤告诉记者，社
区管家每个月至少要组织一场会员
亮相会，所有会员都可以走上舞台分
享创业经验、发出合作邀约、描绘发
展蓝图。而由会员自发组织、管家协
调服务的沙龙活动每个月更是有二
三十场。

裸心社创始人高天成表示，根
据测算，和传统办公楼相比，共享办
公这种模式能为创业者平均节省约
35％的租赁成本，尤其对初创者来
说减少了很多压力。和一成不变的
格子间相比，开放交流的环境、丰富
多彩的活动更能调动人们工作的热
情，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灵感，拓展
社交人脉。“合作一个项目，合坐一
张沙发，共圆一个梦想，这正是共享
办公的特色和内涵。”高天成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新登记注册企业达到了291万
家，日均新登记企业数量达到了1.6
万家，新的产业、新的业态、新的商业
模式不断崛起，也为共享办公提供了
土壤。目前，国内已有裸心社、方糖
小镇、SOHO 3Q等数十家共享办公
空间运营商，产品服务还处于深度整
合、不断摸索的阶段，在资源嫁接、运
维筹措、安全管理等方面也仍然面临
许多挑战。

新华社上海8月15日电（记者龚
雯 桑彤 杨臻）你还在为出行旅游住
哪里而烦恼，还在为不能体验当地最
原汁原味的生活而遗憾吗？共享房屋
的面世，让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住宿
选择，改变了传统包租婆的定义以及
赚钱模式，还改变了居民收入、就业、
养老方式以及乡村旅游的发展模式。

叶青青，从2014年开始接触共
享房屋，经过3年积累，现拥有上海
中心城区20多间房，且每间都实现
盈利。“上海是全国这个新行当发展
最好的地方，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
都比较专业，不像有些地方就是把自
己家拿出一个房间做民宿。”

叶青青告诉记者：“首先是租房
子，花钱改造，再放到共享房屋平台

上成为房东，赚取收入。自己在爱彼
迎（Airbnb）、小猪、途家等平台都尝
试过，目前主要在Airbnb。根据不
同地段、房型、装修，收取房租费，最
小的一间一晚两三百元，大一点的套
间一千多。以前外国人比较多，现在
国内游客增长很快。”

作为共享房东，叶青青在租下每
套房子后要进行不同风格的装修，安
排好员工联系房客以及退房保洁打
扫等。记者随叶青青走进上海延安
中路明德里一户典型的里弄房子，映
入眼帘的是非常中式风格的布局：书
桌、文竹、木椅、幔帐、蒲团，旁边还有
厨房，穿过中间的客厅，是一条通往
二楼卧室的旋转楼梯。

据了解，房东可以从房租费用中获

得97％的收入，Airbnb所收取的服务
费只占3％。以Airbnb为代表的分享
经济体验吸引了不少中国年轻人的关
注。记者从Airbnb采访获悉，Airbnb
中国用户的平均年龄低于35岁。80
后、90后年轻一代，占到用户总量的
83％，为各国各地区之最。女性用户
在平台上表现更为活跃、更为出色。
中国女性房东占到房东总数的55％。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有17％的女性房东
表示会将Airbnb的收入用于创业，高
于统计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

Airbnb中国副总裁安丽表示，
共享住宿改变的方面有很多，一是通
过支持人们使用自己的住房赚取额
外收入，培养创业意识，激活当地经
济；二是为老人带来相对稳定的收

入，也是他们与社会保持接触的一个
良好渠道；三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使许多城市之外的人直接从蓬勃发
展的旅游业中受益，为劳动收入提供
补充，使收入来源更加多样化，减轻
可能面临的迁居压力。

自进入中国以来，Airbnb在中国
保持高增长率，2016年在中国直接创
造超过20亿元的经济价值，衍生的经
济价值达 22亿元。相较 2015 年，
2016年Airbnb中国房源的房客入住
人次增长了378％。旅行者会因为住
在社区而去探索以往并不会光顾的
地方，从而也为社区附近的小商业提
供新的商业机会。在促进旅游业发
展的同时，平台也为人们生活居住的
地方创造了新的经济发展机会。

中国是除美国总部外唯一拥有
Airbnb 产品和技术研发团队的地
区，本地团队使其更符合本土化需
求。比如评价体系方面，国外是与信
用卡关联，在中国则是与芝麻信用等
本土的方式相关联。

目前，共享经济、共享住宿依然
是个新兴领域。但在叶青青看来：

“随着新进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
来越激烈，很多行业规则也不尽完
善，盈利空间或许已经不如前两年的
快速成长期。”

业内表示，希望积极参与和推动
一个由政策制定者、企业平台、媒体、
用户等多方协同参与的机制与环境，
引导这个行业能够朝着健康、积极的
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共享办公管家

合坐一张桌 共圆一个梦

关注共享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国家工商总局、
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5日起
联合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整治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
月15日起至8月底，各部门对招聘过程中的涉嫌
传销活动进行摸排，督导企业自查自纠；第二阶段
从9月到10月，开展集中整治活动；第三阶段在
11月上旬，对开展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进行总
结，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四部门亮剑
集中打击传销

据新华社广州8月15日电（记者周颖、毛一
竹）东莞太子酒店老板梁耀辉等组织卖淫案近日
一审宣判。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梁耀辉
犯组织卖淫罪、串通投标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
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梁耀辉当庭表示上诉。

东莞中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梁耀辉系东莞市太子
酒店有限公司的股东和实际管理者。太子酒店桑拿
中心从2004年开始提供卖淫活动服务。2013年，该
桑拿中心用于卖淫的桑拿房房费收入接近4000万元。

广东东莞太子酒店卖淫案一审宣判

老板梁耀辉被判无期徒刑

据新华社武汉8月15日电（记者梁建强）记者
从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车站派出所获悉，截至15
日，今年以来铁路警方已在武汉站抓获网上通缉
逃犯102人。

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车站治安秩序，武汉铁
路警方通过卡堵查缉、武装巡逻和视频巡视等方
式，全面强化对车站广场及铁路沿线的治安防控
工作。武汉车站派出所所长卢茂聪介绍，武汉站
执勤民警通过及时排查重点嫌疑人员，细致查控
信息不符、无票进站或身份可疑人员等，全力避免
犯罪嫌疑人通过武汉火车站乘车逃逸。

今年以来

百余名网上通缉逃犯
在武汉火车站落网

据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8月15日，是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全国
各地举办多种活动，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日子。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天气的炎热丝
毫没有减少人们观展的热情。截至14时，当天纪
念馆共接待游人5162人，“比上周同一时间多了
1500多人。”抗战馆工作人员吴娟介绍。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当天也迎来众多前来参
观的游客和学生。人们带来白色菊花，敬献在烈士
的雕像前。市民陈先生说，今天特地来到淞沪抗战
纪念馆感受一下1937年的历史场景，“艰苦卓绝的
抗战，让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更加珍惜和平。”

全国各地纪念
日本无条件投降72周年

在卡罗琳
海山下采集到
的单体珊瑚。

新华社发

“发现”号遥控无人潜水器在卡罗琳海山下采集到的珊瑚（见图①）、海绵（见图②）、海葵（见图③）、巨型海参（见图④）。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摄

永恒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