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想集团（00992.HK）5月15日晚间公告称，知名主持
人杨澜获委任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自2020年5月15
日起生效，特定任期为三年。

杨澜出任联想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年度董事酬金
为33万美元，包括现金10万美元及价值23万美元的股权
权益，约合234万元人民币。这样的独立董事薪酬水平，
在A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已无对手，在港股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中也极高。

任期三年任期三年 年薪年薪3333万美元万美元

杨澜现年52岁，于1990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
士学位，于 1996 年获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
她是中国知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及传媒企业家，在业内约有
30年经验。阳光媒体集团及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办人
及主席，阳光媒体集团为民营媒体集团，业务遍及中国、美
国。

此次杨澜出任联想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为三年，
年薪33万美元、约合234万元人民币。这样的薪酬水准，
已经超过许多上市公司高管的年薪。联想集团称，支付
董事酬金时，董事会已考虑可比较公司支付予独立非执
行董事的酬金水平、董事处理本公司业务所付出的时
间，以及所承担的职责及本公司独立专业顾问提供的推
荐意见。

杨澜对人工智能有杨澜对人工智能有““深入研究深入研究””

联想集团为何委任杨澜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作
为一家全球化的IT巨头，突然委任一位家喻户晓的主持
人，这“跨界”确实有点大。

据联想集团介绍，杨澜对人工智能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发表了纪录片系列，并出版了书籍。而联想集团从
2017年开始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并且已经形成了从研发，
到落地，再反哺研发的完整布局。

杨澜对人工智能有深入研究并非虚言，她曾经做过
《探寻人工智能》的纪录片。2017年《探寻人工智能》第一
季播出，打开了公众对人工智能的好奇之门，这部炫酷的
科技类纪录片收获了如潮好评。红星资本局查阅豆瓣评
分发现，其拿到了8.7的高分，这在国产纪录片中已属相当
难得。

随后杨澜和她的团队，又推出了《探寻人工智能》第二
季，并于2019年播出。不过相比第一季的好评，第二季已
经难以满足观众的挑剔要求，口碑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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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出任联想非执行独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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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 17日电（记者白
阳）记者17日从国家信访局获悉，鉴于
当前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将继续
关闭，恢复接待时间视疫情形势变化确
定，并将及时向社会公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根据党中央
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和北京市有关防控
安排，国家信访局于1月28日发出通知，

暂时关闭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
所。

国家信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全国疫情防控形势虽然整体稳定，但部
分地区又出现了散发病例和聚集性疫
情；加之“五一”假期以后全国人员流动
性大，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了新的不确
定性，防范疫情反弹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继续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北京市有关
防控安排，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聚集，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
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继续关闭。

国家信访局提示，中央和国家机关
来访接待场所关闭期间，群众可通过网
上投诉和写信等方式反映诉求，或就近
就地进行走访，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
风险。

新华社广州5月17日电（记者邓瑞
璇 孟宜霏）记者从“南海I号”考古发掘
队获悉，目前“南海I号”考古发掘进入最
后阶段，文物清理从船体内侧转向外侧，
预计将于2021年正式完成考古发掘。

广东“南海 I 号”南宋沉船水下考
古发掘项目于今年5月初入选2019年

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南海 I 号”保护发掘项目领队崔勇介
绍，由于“南海I号”采用的是前所未有
的整体打捞方式，对船体的考古发掘过
程也是在验证这一打捞方式是否成
功。2019 年对船舱内部清理完成，发

现了完整的船底，没有因为整体打捞受
到破坏，因此才可以确定整体打捞从方
案到实施是成功的。

目前，考古发掘工作转向对船体外
侧文物和淤泥的清理，预计将于2021年
完成。记者在考古发掘现场看到，“南海
I号”船体被多个支架进行加固，船舱、隔
板等内部结构清晰显露，考古发掘队员
和工作人员在现场清理淤泥及文物。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保护修
复所副所长、“南海I号”保护发掘项目
保护组组长李乃胜介绍，由于古船历经
800余年海水侵蚀，加上大量铁器凝结
物的锈蚀污染，船体构件较为脆弱。

“‘南海I号’船体是所有文物中价
值最大、也是保护难度最大的。它像一
个病入膏肓的老人，保护起来极具挑战
性，但值得去做。”李乃胜说，等船体外
侧发掘清理完成，他们将对船体进行清
洗去污、脱盐脱硫、填充加固、船体修复
等长期保护。

“南海 I 号”南宋沉船发现于 1987
年，2007年运用沉箱进行整体打捞，安
置于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13
年底启动系统性的保护发掘工作。
2019 年船舱内货物清理完毕，出水文
物总数超过 18 万件，包括各类金、银、
铜、铅、锡等金属器，竹木漆器、玻璃器
及人类骨骼、矿石标本、动植物遗存等，
其中尤以铁器、瓷器为大宗。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继承制度
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本
制度，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修改口头
遗嘱效力、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专
家认为，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民
法典继承编草案，更加符合公民处理遗
产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
推进老龄产业发展。

满足多样化需求满足多样化需求

我国现行继承法于1985年通过施
行。30多年来，该法在妥善处理遗产继
承、避免或减少遗产纠纷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人民群
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自然人的合法财产
日益增多，社会家庭结
构、继承观念等方面发
生了新变化，因继承引
发的纠纷逐渐增多，情形也越来越复
杂。

从 2018 年 8 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2019
年12月“完整版”民法典草案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上亮相，民法典继承编草
案对现行继承法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
特别是针对民众关心的遗赠扶养协议
制度等问题给予回应，体现了鲜明的时
代特色。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一
些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
显，“以房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应运而
生。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让这类老人有
了“老有所依”的法律保障。

根据现行继承法，公民可以与扶养
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
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
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

组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
体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
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此基础上扩
大了扶养人的范围，明确自然人可以与
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
扶养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
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
利。这意味着，社会化的家庭养老或将
成为未来养老产业的新方向。

时代的发展也让遗嘱形式愈加多
元化。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继承法规
定的公证遗嘱、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录
音遗嘱、口头遗嘱的基础上，增加打印
遗嘱和录像遗嘱为有效的遗嘱形式，使

遗嘱形式的立法与当今社会生活的现
实状况和科技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

注重体现真实意愿注重体现真实意愿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有人想
更改曾经立下的公证遗嘱内容，只有前
往公证处才能进行更改。因为根据现
行继承法，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
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这条规定，
给一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造
成了更改遗嘱的不便。

为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满
足人民群众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不再规定公证遗嘱效力
优先；草案同时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
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也是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的一大特色。继承人如

果有遗弃被继承人、伪造或者篡改遗嘱
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但确有悔改表现，
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
明确将其列为继承人，该继承人不丧失
继承权。

有专家指出，对继承人的“宽恕制
度”保障了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但在
继承人相关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上，
以及“确有悔改表现”的判断上，法律应
进一步严格限定条件，为司法实践提供
参考。

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所拥有的财
产种类、财产形式日趋多样，使财产状

态变得不稳定的因素和
风险也越来越多。为确
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
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
继承人、债权人利益，避
免和减少纠纷，民法典

继承编草案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草案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

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这些具体规
定，增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可操作
性。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表示，遗产管理人必须履
行义务、受到监督，其因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
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国家
税收，草案规定，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
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
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
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有专家建议，在我国经济社会迅速
发展、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个人财
产和可继承遗产显著增加的背景下，民
法典继承编草案有必要在法定继承人
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等方面继续完善。

““南海南海II号号””发掘现场清理出的古钱币发掘现场清理出的古钱币。。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邓华邓华 摄摄

中央和国家机关来访接待场所将继续关闭

“南海I号”考古发掘预计明年完成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让继承制度更符合百姓需求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商务部网站 17 日发布消
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出台出口管制新规应询发表
谈话。

针对有记者问：美国商务部于当地时间5月15日针对
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
务部新闻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美方发布的针对华为公司
的出口管制新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动用国家力量，以所
谓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对他国特定
企业持续打压、遏制，是对市场原则和公平竞争的破坏，
是对国际经贸基本规则的无视，更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的严重威胁。这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损害美国企
业利益，也损害其他国家企业的利益。中方敦促美方立
即停止错误做法，为企业开展正常的贸易与合作创造条
件。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
法权益。

商务部回应美出口管制新规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记者高亢 张辛欣）工业和
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 17 日表示，我国 5G 商用加快推
进，目前已开通5G基站超过20万个。

陈肇雄是在17日网上举行的2020年世界电信和信息
社会日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的。他表示，我国产业数字化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工业互联网发展提速换挡，数字
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刘桂清在会上表示，中国电信积极
推动与中国联通5G共建共享，加快5G网络建设，并一直
坚持SA独立组网引领，去年底已在深圳实现5G独立组网
全球首发商用。

据中国移动副总经理高同庆介绍，截至4月底，中国
移动全国基站总数达462万个，其中4G基站315万个，5G
基站近14万个，年底规模将超30万个。

“在5G基础设施方面，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正式签署
了5G网络共建共享协议，力争2020年完成全国25万个基
站建设任务。”中国联通副总经理范云军说。

我国开通5G基站超2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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