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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14日
电 （记者和苗） 瑞典皇家科学院
14 日宣布，将 2019 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
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三名
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
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班纳吉 1961 年生于印度，目
前任职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迪弗
洛 1972 年生于法国，任职于麻省

理工学院，是获此殊荣的最年轻的
经济学家，也是迄今获得诺贝尔经
济 学 奖 的 第 二 名 女 性 ； 克 雷 默
1964 年出生，任职于美国哈佛大
学。

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戈
兰·汉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
经济学奖三名得主“以实验性方法
致力于减轻全球贫困”而获奖，他
们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抗击全

球贫困的能力”。
汉松说：“在短短 20 年间，他

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
济学，如今这已是一个蓬勃发展的
研究领域。”

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目
前人类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
是减轻各种形式的全球贫困。今
年的获奖者在研究中引入了新方
法，例如把减贫问题拆分化解为

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更为细致
入微的问题。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为
900 万 瑞 典 克 朗 （约 合 91 万 美
元），三名经济学家将平分奖金。

在诺贝尔系列奖项中，经济学
奖并非依照已故瑞典工业家阿尔弗
雷德·诺贝尔的遗嘱设立，而是由
瑞典国家银行 1968 年创立，奖金
由瑞典国家银行支出。

在减轻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突出贡献

三名学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土耳其
13 日称已占领叙利亚北部边境城
镇泰勒艾卜耶徳并控制一重要路
段，将继续在叙北部向前推进 30
多公里。叙媒体报道说，叙政府军
已向叙北部进军以“应对侵略”。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 13
日报道，土耳其支持的叙反对派武
装“叙利亚国民军”当天已占领泰
勒艾卜耶德的市镇中心。土军还控
制了阿勒颇—哈塞克公路的部分路
段，这一路段被库尔德武装用于物
流和商业活动，有较高战略意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13 日在
伊斯坦布尔举行新闻发布会说，土
耳其军队将在叙东北部地区向前推
进 30 至 35 公里，在控制哈塞克和
科巴尼后结束军事行动。埃尔多安
说，土军和叙反对派武装已控制叙
利亚 109 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包括
泰勒艾卜耶德周边 17 个村庄。9 日
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土军已打死
440 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成员，2
名土军士兵和 16 名叙反对派武装
成员在行动中丧生。

另 据 叙 利 亚 通 讯 社 13 日 报
道，土耳其军队及叙反对派武装当
天占领了叙北部拉卡省和东北部哈

塞克省多个村镇，其中包括泰勒艾
卜耶徳的部分区域和哈塞克省拉斯
艾因市周边的多个村庄，土军还部
分切断了阿勒颇和哈塞克之间的公
路干线。猛烈的炮击和空袭严重破
坏了当地基础设施，大量居民出
逃。土军当天还对拉斯艾因市一车
队发动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亡，死
伤者中包括外国记者。

叙通社还报道说，叙政府军当
天向叙北部进军，以应对“哈塞克

省和拉卡省北部边境地区的土耳其
侵略”，但它未就这一行动提供更
多细节。

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新华社记
者，叙政府军将进驻并重新接管叙
北部阿勒颇省东北部的曼比季和科
巴尼，此前，这两地长期由叙库尔德
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掌控。

叙库尔德武装政治代表机构
13 日晚在社交网站上说，为应对
土耳其进攻，该政治代表机构及

“叙利亚民主军”已和叙政府军达
成协议，叙政府军将沿叙土边境进
驻，以支持“叙利亚民主军”“抵
挡侵略”并收回被土军及其支持的
叙反对派武装占领的地区。

土耳其军队 9 日开始进入叙利
亚北部，对库尔德武装展开军事行
动，已造成多名平民死伤，大量民
众逃离家园。叙利亚对此予以谴
责，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进
行抗击。

土耳其称将继续向叙北部推进
叙政府军调兵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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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10月14日电 中
国驻日本大使馆 14 日说，12 日在东
京湾沉没的巴拿马籍货轮上 6 名中
国籍船员确认遇难。另据日本共同
社报道，截至 14日，强台风“海贝思”
在日本已导致48人死亡、16人失踪。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保部门负
责人詹孔朝 14 日告诉记者，已确
认当天新发现的巴拿马籍货轮两名
遇难者中有一人为早先失踪的中国

籍船员，至此，该艘货轮上的 7 名
中国籍船员中，6 人确认遇难，另
一人获救。领保工作人员当天已抵
达事发现场，并探望了获救船员。

他还介绍说，驻日使馆通过在
日本各地志愿者了解到，此次台风
给在长野县、新潟县、宫城县和静
冈县生活工作的在日中国公民造成
了一定财产损失，但截至目前没有
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东京湾沉没货轮中国籍船员6人遇难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
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
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要求切实配齐建强师资队伍，
打造一支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
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数量充足、素质优良、名
师辈出的中小学思政课教师队伍。

意见明确提出，切实加强中小
学思政课教师队伍配备管理。核定

或调整中小学编制时应充分考虑思
政课教师配备情况，严格按要求配
齐思政课教师；严把选聘政治关、
师德关、业务关，让有理想的人讲
理想，有信仰的人讲信仰，师德高
尚的人讲思政课；建立中小学思政
课教师退出制度，对在教育教学活
动中损害党中央权威、违背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的按相关要求从严处
理，对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不能
胜任思政课教学和未按要求完成培
训学时的及时调离或退出思政课教
师岗位。

五部门要求切实配齐建强
中小学思政课教师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
记者 14 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中
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 年度公
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考生可于
10 月 15 日 8:00 至 10 月 24 日 18:00
期间，登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
构 2020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
网 站 ” （http：//bm.scs.gov.cn/
kl2020） 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
笔试将于 11 月 24 日在全国各省会
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和个别
较大的城市同时举行。

这是新修订的公务员法实施后
第一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
员招考，计划招录 2.4 万人，涉及

中央和国家机关 86 个单位、23 个
直属机构。同往年相比，主要有三
个特点：

一是突出政治要求，将政治素
质考查贯穿始终。

二是坚持基层导向，招考政策
和录用计划向基层一线倾斜。中央
机关和省级直属机构除部分特殊职
位和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外，主要招
录具有 2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
员，重点选拔经过基层历练的优秀
人才，优化公务员队伍来源、经历
结构。

三是推进分类考录，进一步提
高选人的精准性科学性。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度公务员招考报名即将开始
计划招录2.4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