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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关注

脸谱

戴维·洛克菲勒

长沙第三套房贷款暂停

美国亿万富豪去世

继 18日发布区域性限购的楼市
调控新政后，长沙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 20日再次发文，即日起全面提
高购买首套房个人住房组合贷款最低
首付款比例。根据新规，职工家庭（含
夫妻双方）申请个人住房组合贷款购
买首套自有住房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 20%提高至 30%；对拥有一套自有
住房（面积不超过 144平方米）并已结
清相应购房贷款的住房公积金缴存职

工家庭（含夫妻双方），再次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房的，最低
首付款比例由 20%提高至 35%；对拥
有一套自有住房（面积不超过 144平
方米）但未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住房
公积金缴存职工家庭（含夫妻双方），
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
住房的，最低首付比例由 40%提高至
45%。同时暂停发放家庭第三套及以上
（新华社）
住房公积金贷款。

热词

“脱欧”程序 英国确认 29 日启动
据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国亿万富豪
戴维·洛克菲勒去世，享年 101岁。洛克
菲勒家族是美国最显赫的家族之一。戴
维·洛克菲勒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 19
世纪下半叶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过石
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
（环球网）

英国政府发言人 20日对媒体表
示，首相特雷莎·梅将于本月 29日宣布
启动《里斯本条约》第 50条、正式开启
英国“脱欧”程序。发言人表示，特雷莎·
梅将致信其他 27个欧盟成员国，告知
他们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决定，并
期待尽早开始同欧盟谈判。发言人说，
英国驻欧盟大使已于当天早些时候将
这一决定告知欧洲理事会。
按照欧盟法律，一旦英国启动《里

斯本条约》第 50条、正式开启“脱欧”程
序，英国应于 2019年年初完成与欧盟
其他 27个成员国的谈判；如需延长谈
判，必须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英国议会于本月 13日投票通过
“脱欧”法案，为英国政府正式启动
“脱欧”程序扫清法律程序上的最后
障碍。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也已签
署“脱欧”法案，授权特雷莎·梅启动
（新华社）
“脱欧”程序。

众议
八旬老太雨夜翻墙
逃离老人院欲返乡

近日，济南一小区每个单元楼的公示
栏，都贴上了禁止养狗的通知，“小区内严
禁饲养犬类和家禽，违反者罚款 1000”，
另外，通知还提醒，如果租出去房子，房主
要告知房客，有违反者房主有连带责任，
罚款金在发放的生活费中扣除，落款是大
辛物业办公室。有居民支持，也有居民觉
得不够人性化。物业则表示，早在 2015年
小区旧村改造交房的时候，这道“禁狗令”
已经生效。
（齐鲁网）
【网友议论】
扶不起的阿斗王： 有正规手续就能
养，国家都允许，你一个物业有啥不允许
的？
卡纳姆： 很好啊，又是噪音污染又是
狗屎的。
动保立法委网巡组 _：支持无犬小区
同时鼓励建立宠物犬专用小区！发展宠物
地产！对小区进行市场细分！

园区鼓励游客在游览过程中
开车窗、开天窗观赏野生动物，充分
体验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融合，但
同时要求游客在自驾游览过程中不
能开门下车。

’

针对日前有游客在白虎观赏区下
车的报道，北京野生动物园昨日做出官
方回应。

‘

西安地铁 3号线石家街、香
湖湾、保税区三个站点随机取样
的由陕西奥凯公司生产的 5份
电缆样品，均为不合格产品。

’

昨晚，针对日前有乘客反映西安地铁
电缆不合格的问题，西安市政府召开发布
会公布了检测结果。西安市常务副市长吕
建表示，将用最短的时间更换涉事电缆。

‘

我确实把身份暴露了，当时一
着急，说我是副县长，大家就比较
关注吧。

’

因热心救助车祸受伤女孩，山西忻
州定襄副县长宋海平近日受到关注。他
表示自己很不好意思，这只是举手之劳。

读图
数字

客机南苏丹机场坠毁

5

韶关浈江公安分局昨天向媒体通
报，该市一名住在市区养老院中的 84
岁老太太，难忍思乡之情，竟然在雨夜
凌晨时分翻越高墙、撬毁铁丝网后成功
“越狱”，打算冒雨徒步回 80多公里外
的乡镇家中。所幸过路群众及东河派出
所民警联手，终将该名“顽皮”的老太太
安全交由家属领回。经检查，轻松翻墙
的八旬老太无伤无痛，目前在家属的陪
伴下，这名“开挂”的老太太已返回养老
（广州日报）
院中入住。
【网友议论】
不加冰不喝可乐： 心酸，高墙铁丝网
听起来就像和监狱差不多。
丑千怪： 养老院可能什么都有，但是
没有故乡。
卖柚蜜的： 儿女再忙也要陪陪家人，
子欲养而亲不待。
济南一小区贴“
禁狗令”
违者将被罚款 1000 元

‘

分钟

针对近年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客
流量持续攀升和车流量急剧增加，造成
出发层路面堵塞的现象，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正式启动停车落客限时通行管理，
T2航站楼出发层限时 5分钟，违者给予
罚款 100元、记 3分的处罚。

5767

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20日发布消息
称，今年 1月至 2月，全国共发生生产
安全事故 5767起、死亡 4121人，同比
减少 2569起、1140人，分别下降 30.8%
和 21.7%。
一架小型客机 20 日下午在南苏丹瓦乌机场着陆时坠毁，燃起大火并伴有爆
炸，目前伤亡情况不明。 中国赴南苏丹（瓦乌）工兵和医疗分队正在参与救援。 图为
在南苏丹瓦乌机场坠毁的客机冒出浓烟。 另据外媒报道，机上共载有 44 人。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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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据北京市商务委消息，目前北京有
58家总部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榜单，
北京拥有世界 500强企业总部数量连
续四年居世界城市之首。世界知名企业
在北京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达到 161
家，其中，国外世界 500强企业投资的
地区总部达 67家。

34.9

%

20日，环保部水环境管理司司长张
波表示，截至目前，全国 224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共排查确认黑臭水体 2082
个，其中 34.9%已完成整治，28.4%正在
整治，22.8%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其他正
在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