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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赖”用护照买票将全面受限

艾伦·锡克
《成长的烦恼》
“老爸”去世

12月 13日，经典美剧《成长的烦恼》
中老爸杰森·西维尔大夫的扮演者、加拿
大演员艾伦·锡克在跟儿子玩冰球时心脏
病突发去世，享年 69岁。《成长的烦恼》是
我国最早引进的美剧之一，陪伴了一代人
的成长，艾伦也成为很多中国观众心目中
的完美老爸。网友感叹，
“感觉像一个美国
远房亲戚走了”。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加强 协调对接和软件研发。2016年 11月
合作，在双方前期对被执行人出入境证 14日，网络查询出入境证照的功能上
照进行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已经实现失 线运行，实现了被执行人出入境证照的
信被执行人出入境证照与身份证号码 信息共享。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开
的自动绑定，堵住了“老赖”利用出入境 发系统功能，利用出入境证照网络查询
证照购买飞机票、火车票的通道，使“老 系统对失信被执行人出入境证照进行
自动查询并与身份证号码自动绑定，而
赖”出行全面受限。
据介绍，我国法院与有关部门密 后推送给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民航
切协作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信用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春秋航空公
惩戒以来，由于执行法院一般只掌握 司。12月 1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被执行人的身份证信息，中国铁路总 推送信息，中国铁路总公司和中国民航
公司和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 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正式限制
司、春秋航空公司只能根据执行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利用出入境证照购买飞
提供的失信被执行人身份证号码限制 机票和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一等座以
其购买火车票、飞机票。而实际生活 上车票。
随着出入境证照网络查询系统的
中，失信被执行人利用出入境证照进
行购票的情况常有发生，有关部门无 上线运行和出入境证照与身份证号码
“老赖”被套上了新的
法对其进行识别和拦截，导致对失信 绑定功能的实现，
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措施未能发挥应 “紧箍咒”。失信被执行人利用出入境证
有作用，这不仅极大破坏了失信被执 照购买飞机票和列车软卧、高铁和动车
行人名单制度的统一实施，也严重损 一等座以上车票将成为“过去时”，有力
促进“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联合惩戒
害了法律的严肃性。
为堵塞上述漏洞，解决信用惩戒的 机制的建立健全。
（新华社）
短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加强

众议

读图

救友牺牲被认定
不属于见义勇为
2016年端午假期，成都的张正祥、于
强、肖军、喻春祥等 5个家庭共 13人相
伴出游。在游玩过程中，肖军及喻春祥
遭遇意外落水，张正祥和于强闻讯前去
施救未果，最后四人中仅有喻春祥一人
生还。事后，周萍和于强的妻子钟敏认
为两人丈夫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希望
能得到政府部门认定。然而，当地见义
勇为审定部门给出“施救同行好友属于
‘履行特定义务’，因而无法认定”的答
复，引起了网友和法律界人士的广泛关
注与讨论。目前，该事件当事人家属已提
起行政诉讼。
（新华社）
【网友议论】
飘忽已疯：

为什么要对见义勇为定那
么高的标准？只要无义务救而救了，只要
尽力救了，均应认定为见义勇为。
黄桷池主：不要吝惜褒奖，社会需要
正能量。
如 果 说 我 是 蔡 徳 振 ：“为什么不救
我？”“对不起，我们太熟了。”

《咬文嚼字》公布
年度十大流行语
12月 14日下午，素有“语林啄木
鸟”之称的语言文字规范类刊物《咬文嚼
字》杂志发布了“2016年十大流行语”，
供给侧、工匠精神、小目标、洪荒之力、吃
瓜群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葛优躺、
套路、一言不合就××、蓝瘦香菇等流行
语入选。其中，供给侧位于十大流行语之
首。2015年 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
十一次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此后，“供给侧”成为高频词。
（新华社）
【网友议论】
李国旗跪求论文： 吃瓜群众是今年
的？感觉用了好久。
Mayers2：一言不合就写年度总结。
山人老蓝：很多所谓的流行语的生命
不超过一年，甚至半年。

声音

‘

90%白血病患儿家中曾搞过
豪华装修，每年 210万儿童死于
豪华装修。

’

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钟南山引用中国环境保护
协会有关统计资料表示，80%的家庭装
修甲醛超标，每年我国因室内环境污染
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 11.1万人。室内环
境污染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现代人类健康
的杀手之一。

‘

不能培养“不进图书馆”“ 不
上教室”“ 不进体育场”的懒人。
“禁打包令”只是我们常抓校风学
风的措施之一。

’

近日，网曝广西南宁学院发出“禁
止一次性餐具打包”的严格规定，网络
热炒这一规定侵犯了学生的“私人选择
权”。对此，南宁学院校长赖每回应说，
“禁打包令”目的是要从细节着手，形成
良好的校风学风。

‘

不开路灯，是为了响应国家
号召，减少耗电，达到节能减排的
效果。

’

2003年建成通车的郑少高速，13
年来路灯却从未亮过，部分路灯已经损
毁。全段道路共有 2600多盏路灯，投入
资金约为 1500万元。相关部门回复，之
所以安装路灯，一是遇到紧急情况可以
考虑开启，另外是为了美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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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人

4 名志愿者“太空”归来

时隔半年，4名中国志愿者终于“回归”地球。昨日，
“绿航星际——
—4人 180天受
控生态生保系统集成试验”结束，4名志愿者完成了约半年的“太空”密闭生活。试验
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深圳市太空科技南方研究院组织，试验期间，4名志愿
者生存所需的大部分水、食物，以及全部氧气都依靠实验舱内复杂系统自给自足。这
次实验是掌握地外星球基地生命保障与健康保障技术的重要开篇。图为志愿者出舱
（新华社）
时挥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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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报官方微信日前披露，中
石油总部机关改革“靴子”落地，在先期
调整对外合作部的基础上，再压减机关
部门 1个，撤销专业分公司 1个，机关
人员编制和处室总量同步压减 20%，也
就是说减人和减机构同时进行。

14.6

%

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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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

■幸运晨告

体彩排列 ３、排列 ５

日前有消息称，辽宁鞍山岫岩满族
自治县瞒报 2012年 8月台风达维登陆
后的遇难人数。当地政府通报 8人，一份
匿名遇难名单上却有 38人。目前，调查
组经初步核实认定，存在瞒报死亡人数
问题。正继续核查死亡人数信息，查清
后，将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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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全国独居人口
从 1990年 的 6%上 升 到 2013年 的
14.6%，我国已成单身大国。人口学家认
为，中国现代女性的独立是未婚人口持
续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根据 2016年的
一项调查，36.8%的中国单身女性认为不
结婚也很幸福。

250

万元

河南省发改委表示，明后两年河南
累计要关闭 158家煤矿，化解 3963万吨
过剩产能，2017年每关闭一处奖励 250
万元，2018年每关闭一处奖励 200万
元，2018年以后关闭的将不给予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