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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檀栋

北大两名副校长接受宴请被通报

中国科学家获颁维加奖

北京大学党委近日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警示教育大会，会议通报了北京大
学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方面的典
型案例。两名副校长因违规接受宴请
被点名通报。
在通报的 13起典型案例中，给予
撤销党内职务 1人、党内严重警告 1
人、党内警告 1人、诫勉谈话 10人、通
报批评 2个单位、批评教育 15人、问
责 2人。
通报称，副校长兼总务长王仰麟违
反廉洁纪律，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宴请，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副校长兼教务长高松违规受邀参加
宴请，对其进行提醒谈话；燕园社区服
务中心违规发放津补贴、违规配备使用
车辆等，中心主任张鸿奎负有主要领导

鉴于在青藏高原冰川和环境研究方面
做出的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青藏高原研
究所所长姚檀栋 19日在瑞典王宫获颁
2017年维加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
该奖。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图
左）向姚檀栋颁发了维加奖奖章，并对他表
示祝贺。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主席斯滕·
哈格贝里说，姚教授对“第三极”的冰川、季
风以及环境的基础性研究对我们了解气候
变化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该研究是涉及 20
多亿人口的全球性课题，更因为该研究使我
们“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化的过程”。瑞典人类
学和地理学会专门设立维加奖，以表彰对全
球地理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该奖也
被称为“地理学诺贝尔奖”。 （新华社）

众议
大城污水渗坑事件
主管副县长被停职

责任，并因违反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
生活纪律，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及行
政免职处理；印刷厂原厂长郭红勇违反
财经纪律，私设“小金库”，部分用于发
放补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
处分；医学部病理学系违反财经纪律，
违规购买发放购物卡，原主任郑杰负有
直接责任，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会上还对资源集团原高管巩运明、
张永祥、黄琴芳、仇守银、吕景波、叶丽
宁私分国有资产，方正集团原高管李
友、余丽、李国军、郭旭光等违法犯罪问
题，以及发现的其他突出问题进行了通
报。在通报的其他 22起违法违纪违规
案例中，给予开除党籍 14人、党内严
重警告 1人、党内警告 5人、诫勉谈话
（邹乐）
1人、批评教育 11人。

热词

婚恋教育 纳入高校教育体系
日前，中国首次聚焦青年群体发
布《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明确提出：要将婚恋教育纳入高
校教育体系，强化青年对情感生活的
尊重意识、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引导
青年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
近年来，大学生因情感纠纷引起
社会问题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件事
情，我们盼了好久了。”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胡邓

说，“以前大学里没有人讲这些，不少
学生就自己从影视剧里学，有的时候
难免会学到一些不科学的东西，反而
影响了年轻人的爱情观。”
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黄永宜表
示，此次青年发展规划的出台，首次从
国家层面肯定了高校婚恋教育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充分回应了当代青年的
普遍关切，体现青年发展的新特征新
（新华社）
规律新需求。

近日有媒体报道廊坊市大城县南赵扶
镇存在两个“工业污水渗坑”，对当地环境
造成威胁。据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官方微博消息，廊坊市已启动问责
程序，对大城县主管副县长、环保局长和环
境执法队长、南赵扶镇镇长和主管领导已
停职检查。河北省环保厅、廊坊市第一时间
成立工作组到大城县现场调度处置，廊坊
市还派出市纪委工作组展开调查；大城县
政府已委托中国环境规划院专家，根据检
测结果，抓紧制定并实施治理修复方案，确
保 9月底前完成治理任务。

意见箱离地2米
网友：需要梯子
“达康书记，您来看看
这意见箱是给姚明设计的
吗？”20日上午，网友“欢哥
orz”晒出云南昭通彝良县
旅游局大门外设置的“奇
葩”意见箱，该意见箱离地 2
米多高。该网友说，市民真
正要用时只能望而却步，需
要一部梯子才行。针对此
事，彝良县外宣办回应，因
此前设置的意见箱靠近人
行道且位置较低，曾发生路
人被撞现象，经施工工人调
整后，还未来得及进行验收
就遭网友曝光，相关部门正
在进行整改。 （云南网）

平时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曝
光之后迅速查处，这是渎职，不能一停了之！
2009 云淡风清：这么严重了都没发
现，还得通过媒体才知道。
指海不惊：触目惊心！
网络热销特效药
竟来自“黑作坊”

前段时间，一种号称能根治风湿病、关
节炎等多种疾病的香港特效药“狮马龙血
脉康胶囊”，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多个省
份。然而，据海南省食药监部门调查发现，
不仅此药实际成分与标注不同、注册证号
码不存在、厂家不认可，更夸张的是，制作
此药的小作坊内只有一台粉碎机，激素兑
点镇痛剂就做出了假胶囊，成本不超 30
元，但售价高达五六百元。这种加激素的假
药长期服用可导致肥胖和骨质疏松。
（央视财经）
【网友议论】
青青园中葵 hpu：

这名字听起来就
挺浮夸。
是卷卷呀 ya： 假药太多了，能不能
根治一下？
啊你条粉肠啊： 买药一定要认准“国
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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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电视台的晚会明显少了，
只保留一些经典和必须举办的晚会，
其他可要可不要的节目全都砍了。

’

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专访
《新闻联播》主播欧阳夏丹的文章。欧阳
夏丹称，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给央视带
来很多变化。

‘

中国家长普遍有“不能输在
起跑线上”的观念，其实是在害
孩子！

’

近日，美国奥数队前总教练、“ 脸
书”创始人扎克伯格的高中老师冯祖
鸣在重庆大学举行了一场奥数讲座，
对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心态进行了批
判。他指出，人生并不是一场赛跑，根
本没有什么“起跑线”，人生的路只会
越走越宽。

‘

我们拥有的植物图片总量已
超过 1000万。据我了解，全球最大
的植物数据库图片量也只有 400
多万。

’

近几年，市场上出现了“形色”等手
机识花软件，将拍摄的花草照片上传，只
需三秒钟就能显示该植物的名称和相关
介绍。“形色”创始人陈明权说，天气好的
时候，平均每天图片上传量达 5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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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河北发布官方微博）
【网友议论】
辰安巳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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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

20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
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受贿一案。常州市
人民检察院指控：2008年至 2016年，被
告人张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 1.57885012亿元。张越
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认罪
态度较好，大部分涉案赃款赃物已依法
查封、扣押。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5352

万元

20日，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龚清概受
贿案，对被告人龚清概以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 15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00万元；对龚清概受贿所得财物及其
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
1996年至 2015年，被告人龚清概先后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相
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5352.9186万元。

200

米

湖北省首条低空旅游线路近日在武
汉市蔡甸区开通运营。乘客可乘坐直升
机在 200米的空中，多角度、全方位观
赏武汉的优美自然风光。每人花费 550
元到 800元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