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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在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制造有
限公司，国产大型客机C919的101架机停放在
停机坪上。

国产大型客机C919的101架机于11月10日
转场西安阎良，预示着C919在上海地区的检查试
飞工作告一段落，开始进入下一步的研发试飞和适
航取证工作。转场飞行将是C919的第一次远距
离飞行，从项目角度，意味着大型客机项目实现了
从初始检查试飞转入包线扩展试飞。 新华社发

国产大型客机C919
今日转场阎良
将开展适航取证工作

11月9日拍摄的顶推完毕的京张高铁官厅水
库特大桥。日前，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拱型
八孔钢桁梁顶推成功，这标志着该桥建设工程过
半。据介绍，官厅水库特大桥全长9077米，是京
（北京）张（张家口）高铁重要节点工程。新华社发

京张高铁官厅水库特大桥
拱型八孔钢桁梁顶推成功

据新华社万象11月9日电（记
者章建华）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外文局、中国驻老挝大使馆主办
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首发
式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
卫民在首发式上致辞时说，在中共十

九大胜利闭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之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
的出版发行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增
进老挝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发展理
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也有助于推
动中老两党、两国更好地开展治国理

政经验交流。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书记处书

记、中宣部长吉乔代表老党中央对翻
译出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
表示祝贺。他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老挝进行国事访
问，该书的首发恰逢其时，是给老挝党

和人民的重要礼物；中共十九大报告
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对老
方研究、借鉴中国的理论、经验非常有
实际意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收录
了习近平主席在2012年11月15日
至2014年6月13日这段时间内的讲

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
79篇。2014年 9月出版发行以来，
该书已先后推出24个语种、27个版
本，全球发行660多万册。《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老挝文版由中国外文出版
社与老挝国家图书出版发行社合作
翻译出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老挝文版在万象首发

11月9日，消防战士演示灭火。当日，西藏拉
萨布达拉宫管理处在布达拉宫消防大队的配合
下，举办了一场消防宣传活动。 新华社发

布达拉宫开展
“119消防宣传日”主题活动

11月9日，“雪龙”号船员在甲板上进行消防
演习。当日，在“雪龙”号起航不到24小时，第34
次南极科考队举行首次“弃船演习”，100余名队
员参加。 新华社发

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
举行首次“弃船演习”

11月9日，铁路员工在上海虹桥火车站交接
快运物品。当日，中铁快运联合国内快递服务商，
首次在京沪高铁线上推出的“高铁极速达”快运新
产品开始试运行。尤其是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
车上新推出的“高铁极速达”实现了京沪快件10
小时内可送达。 新华社发

“高铁极速达”产品试运行
京沪快件10小时内可达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记
者朱翃 吴振东）日前，上海市妇女联
合会回应“携程亲子园事件”称：对于
这起伤害儿童的恶劣事件，市妇联表
示强烈谴责。9日起亲子园停业整
顿。上海长宁公安分局宣布，警方在

介入调查携程亲子园事件后，已对涉
事4名工作人员中的3人依法刑拘。

警方通报称，11月8日，上海携程
商务有限公司向长宁警方反映，发现
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存在疑似伤害在
园幼儿身体的行为。警方立即派员到

场控制了涉事的4名工作人员。现其
中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
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
查中。

关于携程亲子园工作人员“虐
童”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并引发强烈反

响，社会各方高度关注携程亲子园的
受托管理机构。携程亲子园是携程
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点，委托《现代
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部（为了孩子
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2016年春节
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

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目前已就此
事件发表公开致歉信。

作为主管部门，上海市妇联表示
将对《现代家庭》杂志社作严肃处理，
并加强直属事业单位管理，防止此类
事件再次发生。

据了解，视频中的携程亲子园
年龄最小的彩虹班，共有25名18
个月到24个月大的幼儿。涉事4
名教职员工包括一名园方负责人、
一名主教老师、一名保育员和一名
保洁员。

一位王姓家长告诉新华社记
者，有父母发现孩子身上有伤，多
位家长遂要求集体翻看幼儿园监
控录像。“就随机挑了一天的监控，
结果令人震惊。”

视频中一名工作人员强行喂
食的不明食物，经家长证实系芥
末，“不止一名工作人员喂过，孩子
回家说味道很辣。”班里另一位家
长说。

王姓家长介绍，自己家孩子
10月底才送入携程亲子园，因此
行为性格上没察觉出有太多变化，
有孩子已经出现异常，医院诊断为

“应激综合征”。“为了保险起见，班
上孩子都将去医院做一次全方位
体检。”

携程公司方面8日晚就该事
件举行了一次现场沟通会。涉事
工作人员跪地说“对不起”，家长群
起攻之并追问：“究竟从什么时候
开始的？”

目前，涉事4名工作人员中的
3人因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
被上海市长宁区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亲子园9日起停业整顿。

今日热点

社会力量办幼儿园必须杜绝“办而不管”

携程亲子园事件
一段视频近日在网络热传：上海携程亲子园一名工作人员粗暴扯下一名女童

背包砸在地上，并将孩子推倒；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一名工作人员强行喂一名男童
吃下不明食物。

这一事件真相如何？携程亲子园究竟是否具备办学资质？鼓励企事业单位
等社会力量举办幼儿园、托幼机构的同时，该如何监管？记者进行了调查。

相关专家认为，携程亲子园事件
折射了0－3岁托幼工作在内的学前
教育面临的“两多两少”现状。这一
事件令人痛心，更是暴露出当前托幼
服务中的不足和漏洞。

全国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教授蔡

建国说，大力发展3岁以下婴儿照料
机构的同时必须恪守底线，确保正
规，幼师等人员任用更不能“拉到篮
子里都是菜”。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认为，
应当明确统一的监管部门，防止出现

“都管都不管”现象。“引入各方力量办
园办所必须杜绝‘办而不管’‘没能力
办而转包给第三方’以及‘没有能力
管’，更要杜绝将办园异化为企业利
益或部门权力。”教育专家熊丙奇说。

（据新华社上海11月9日电）

携程亲子园是上海市总工会首
批挂牌的12家“职工亲子工作室”试
点之一。机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在
2016年 2月开园，占地约800平方
米，包括幼儿活动教室、保健室、保洁
室等，共开设5个班，超过100名儿
童在园。这一机构的设立，旨在解决
携程职工1岁半至3岁左右的孩子在
上幼儿园之前家中无人带教的困

扰。实际上，携程亲子园推出以来，
名额一直“供不应求”，在携程内部员
工中颇受欢迎。

这样一家社会力量办的托幼机
构，其开办主体却是千头万绪。根据
上海市妇联8日晚的公开回应：“携程
亲子园是携程开办的企业内部托幼机
构，委托《现代家庭》杂志社读者服务
部（为了孩子学苑）日常运营管理，自

2016年春节后正式运营。《现代家庭》
杂志社读者服务部属独立法人单位。”
也就是说，杂志社的读者服务部，即

“为了孩子学苑”系携程亲子园的承办
方，与携程之间属委托运营管理关系。

携程亲子园项目负责人张葆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携程
亲子园）是符合规定在做这件事情
的，具备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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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11月9
日，在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
事访问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发表题为
《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文章如下：

开创中越友好新局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

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和国家
主席陈大光邀请，我即将对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我在
2015年年底访问越南后，再次踏上这
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

中越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
邦。两国人民毗邻而居，自古便有互
通互鉴之情。

近代以来，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
族解放的斗争中，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彼此支援，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特
殊情谊。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
的时间前后长达 12 年，同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情同手
足。越南著名将领洪水积极投身中国
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
中国授衔的唯一一位外籍军官，也是
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中国人民
也为越南民族解放斗争提供无私帮
助，毛泽东主席曾表示“7亿中国人民
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

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
赴越南军事顾问团首任炮兵顾问窦金
波，在接到帮助越南同志的任务后，将
刚降生的女儿起名为“越华”。忆峥嵘
岁月，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
造、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值得
我们永远铭记和珍惜。

进入新时期，在推进改革和革新
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两国人民
相互借鉴、携手并进。我们共同探索
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创造出各自的发展奇迹，也推动两国
关系得到长足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日
益牢固，高层往来更加频密。我这次
访问是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时隔两年
后再度实现年内互访。两国务实合作
深入拓展。中国连续 13 年保持越南
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越南成为东盟
国家中中国最大贸易伙伴，2016年双
边贸易额近 1000 亿美元。越来越多
的中国企业到越南投资兴业。天虹集
团在越南经营十几年，在广宁省兴建
的工厂为当地创造了 7000 多个就业
岗位，也是省内纳税大户。以中国民
营企业为主的投资商在前江省创建的
龙江工业园，已有 30 多家企业入驻。
两国人文交流更加密切。中国是越南
第一大外国游客来源地，岘港、芽庄等
旅游城市随处可见中国游客。每周往
返于两国之间的客运航班有 300 多
趟。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
典名著在越南备受推崇，当代影视作

品也深受越南民众喜爱。越南歌手杜
氏清花还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星光大
道》节目中获得月度冠军。更难能可
贵的是，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了陆
地和北部湾划界问题，妥善处理并管
控分歧，为两国共同发展和地区和平
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都是对中
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精神内核和
丰富内涵的最好诠释。

当前，两国都走在改革发展的新
征程上，朝着各自的宏伟目标奋勇前
进。上个月，中国共产党成功召开第
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
了中国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总体方
针和行动纲领。大会绘制了从现在
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建设发展的宏伟
蓝图。到 2020 年，将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
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带领中国人
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迈进。越南也正按照越共十二
大确定的方针，全面推进革新事业，
朝着早日建成民富国强、民主、公平、
文明的现代化工业国目标迈进。我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携手合作，
共同追寻强国富民梦。

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风云变幻，
中越两党两国面临许多相同或相似的
新问题新挑战。中国俗语称，“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越南有句俗语，“莫见
浪头高，放下手中桨”。作为前途相
关、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
志、好伙伴，我们要维护和发展好两国
关系，为各自维护稳定、深化改革、改
善民生提供助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
事业，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开放发
展。我愿就此分享几点想法。

——把稳方向，谋求战略互信新
高度。我们要保持高层经常接触，及
时就两党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
交换意见，为中越关系掌好舵。积极
开展执政兴国经验交流，加强党际交
往，共同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理
论和实践，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
共同体。

——深化合作，构建利益融合新
格局。我们要继续把两国发展战略紧
密对接起来，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和

“两廊一圈”建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经贸、产能、跨境经济合作区、农业等
重点领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给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扩大交流，筑就民心相亲新
基础。我们要把传统友谊发扬光大，
促进人文交流，密切文化、教育、旅
游、青年、媒体等合作，讲好中国故事
和越南故事，让中越友好扎根人民心
间、代代薪火相传。

——加强协调，打造多边合作新
亮点。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加强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中

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等多
边框架内的协调和配合，共同引领开
放包容的区域合作，维护地区开放发
展势头。

——着眼大局，续写敦亲睦邻新
篇章。我们要从各自改革发展稳定
和中越友好大局出发，管控矛盾分
歧，坚持友好协商，寻求双方均能接
受的海上问题基本和长久解决办
法。我们要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
行为宣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
则”磋商，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这次访问还有一个重要日程，
就是出席在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方
支持越方办好这次会议，愿同越方和
其他成员一道，在“打造全新动力，开
创共享未来”的主题下，就深化区域经
济一体化、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加强
地区互联互通、推进经济结构改革创
新、促进包容性发展、规划 2020 年后
合作愿景等方面开展务实讨论，取得
积极成果，为推动亚太共同发展繁荣
作出积极贡献。

胡志明主席称越南同中国的关
系“如手和足，如杵和臼，如根和茎，
如兄和弟”。中国有句古话，“兄弟同
心，其利断金”。我期待通过这次访
问，同越南领导人以及各界朋友深入
交流，共挖合作潜力，厚植友好情谊，
深化两国特殊友好，携手开创中越关
系新局面。

习近平在越南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上海市妇联强烈谴责“携程亲子园事件”，9日起亲子园停业整顿

3名工作人员涉嫌虐待被刑拘

令人震惊的监控视频

监管缺位的托幼服务

千头万绪的开办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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