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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华

北京将逐步推行驾考先培训后付费

敬礼老兵去世

记者 10日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
输管理局获悉，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运输
管理局将组织对现有机动车驾驶员培
训机构资质开展审核工作。建立完善机
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管理相关规定，逐
步推行计时培训、计时收费、先培训后
付费等服务措施。
据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未来将通过建立健全驾驶培训行业诚
信体系，健全驾驶培训机构培训质量考
核机制，建立健全信用档案和违法违规
信息披露制度，推进公安、交通运输管
理部门监管信息共享和公开。逐步向社
会公布驾驶培训机构培训质量情况等
信息，引导学员选择质量高、服务好的
驾驶培训机构进行学习。 （新华社）

热词
开国少将、原南京军区副政委张玉华因
病医治无效，9月 10日在南京逝世，享年
101周岁。抗战中，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
手和大腿，一颗子弹至今还留在老人体内。
张玉华将军在 2015年“9·3”胜利日大阅兵
上，以一个标准军礼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秘书范成军说，老人去世前留下了遗
言：不搞遗体告别，不设灵堂，不收礼款，不
要献花圈。他要捐赠自己所有的器官。经检
查，两个眼角膜可以捐赠。老人去世后甚至
都没留下钱款，基本都捐给了贫困群众。
（齐鲁晚报、扬子晚报）

众议

偷埋病死猪案 浙江湖州 5 人被刑拘
记者 9月 10日从浙江省湖州市政
府了解到，该市公安部门对“三天门附
近地下埋有死猪”的实名举报信访案立
案调查，已刑事拘留 5名犯罪嫌疑人，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8月 30日，中央第二环境保护督察
组向浙江湖州转办了反映“三天门附近
地下埋有死猪”的实名举报。湖州市政
府 9月 10日的最新通报称，根据信访
举报人和犯罪嫌疑人现场指证，环保、
公安等部门共发现病死猪掩埋点 3处。
截至 9月 8日，环保、公安等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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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将至，我们必须把学生的
健康放在第一位。

——
—10日上午，原定一个小时的中
国科学院大学 2017级新生开学典礼，
因为山雨突然来袭，仅仅两分钟，主持
人丁仲礼校长即宣布开学典礼结束。这
也许是史上最短的开学典礼。

未来 20年人类每天只工作 4
个小时，每个星期只工作 3天，很
正常。

——
—10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
席马云在 2017世界物联网无锡峰会上
表示，无需担忧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导致
人们失去工作，未来人将活得更像人，
机器更加像机器。

完成了 3处掩埋点的全面开挖和清理，
共挖掘动物尸骸和污泥 223.5吨，委托
资质单位进行焚烧无害化处理。
经属地公安机关初步查明，2013年
湖州市工业和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6年 6月 29日）处置
病死猪过程中，在时任负责人施政（因另
案已被判刑服刑）指使下，将应该焚烧处
置的病死猪拉至大银山予以掩埋。联合
工作组已经联系第三方资质单位进驻
现场，开展环境损害评估。
（新华社）

首批订单已经达到了 5000
多万元，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已
开始同公司洽谈合作。

数字

630

万人

9日，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就方舟子发表
的《喝茶能防癌还是致癌？》一文中称喝普洱 如此接触
茶能致癌的言辞，特邀省内著名茶业专家、
9月 8日起，这组
学者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及部分企业，对其中 人与小熊猫的“亲密
伤普洱茶声誉的言辞作了认真研讨，最后一 照”迅速走红。有人点
致认为，方舟子言论极大损害了普洱茶产业 赞，也有不少人质疑，
的声誉，损害了云南 600万茶农的合法权 “小熊猫是保护动物，
益，对此云南省普洱茶协会将正式起诉方舟 游 客 这 样 接 触 合 法
子，要求其对不当言论作出公开道歉，同时 吗，安全吗？”不少网
索赔 600万元名誉损失费。 （春城晚报） 友根据图片推测拍摄
【网友议论】
地为成都三郎旅游度
采姑娘的小蘑菇 SiMiDa： 大前提：黄
假区，但该景区否认
曲霉素致癌，小前提：普洱茶中含有黄曲霉 图片是在园区拍摄。
素，结论：普洱茶致癌。看似完美的逻辑，实 对此，成都林业和园
际上完全违背科学准则。我们平时食用的谷 林 局 野 保 处 工 作 人
物等各种食物都普遍存在黄曲霉素，但未必 员也提醒广大市民，
导致我们得癌症，因为没有达到足够的量。
林业部门不提倡人
CAKE 饼同学：这个抛开剂量谈危害的
类与野生动物亲密
观点怎么这么熟悉。
接触，“ 野生动 物 不
故北不朝南：关心普洱茶是不是致癌不
是宠物，都有一定的
如少抽点烟，少吃点烧烤。
攻击性，安全问题难
以得到保障”。
男子自愿加班猝死
法院判企业赔 20 万

飓风“艾尔玛”9日过境古巴后，进
入佛罗里达海峡。虽然距离“艾尔玛”登
陆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还有一段时间，
这里已经充分感受到了这一“魔兽级”飓
风的威力。漏斗云、雨飑和龙卷风开始出
现，气象灾害已经导致十几万户家庭断
电，630万人接到撤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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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周先生的女儿上一年级，班内
45名学生，竟没有一个两个字的姓名。据
该市一份数据显示，1970年至 1990年，
两字姓名人口占比为 28%。而 2000年
以后两字姓名占比已下降到 12%，而四
字姓名有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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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公里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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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仅 31岁的青年创客周刚发
明了一种“不怕水的插座”，即便在水
中插拔插头也不会触电。这项发明将
在年底投产。该发明有赖于其自主研
发的 FS绝缘连电技术，解决了传统裸
露连电技术“漏电、短路、电弧”三大安
全难题。

读图

方舟子称普洱茶致癌
云南普洱茶协会起诉

苏州男子文某为了多挣钱连续加班，去
年 12月 20日晚，加班 4个多小时后回家，
出现身体不适，送医后终告不治。日前苏州
市虎丘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用人单位须
对文某猝死承担相应责任，赔偿 20万元。法
院认为，即使加班系自愿行为，但文某加班
的原因与企业的生产经营需要是密不可分
的，且公司对员工的加班行为是知情且同意
的，故法院认定，被告在文某的加班行为中
存在侵权行为且存在过错。 （扬子晚报）
小宁波啊哈：我们公司明文说不强制加
班，但你不加试试。
祖传单身狗：这个自愿就和你读书的时
候自愿补课一样。
星星拌饭酱：我们老板每个月把员工加
班时间汇总还排名，下班了都不敢走啊！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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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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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2、7

明日 3、8

“中国·武汉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规划建设总体方案近日出炉，提出 5年
内建设国际一流的智能网联汽车和智慧
交通综合创新试验示范区，打造不小于
10平方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小镇。未来
在智慧小镇，智能传感器将无处不在。

27

种

先前研究显示，人有快乐、悲伤、愤
怒、惊讶、恐惧和厌恶 6种基本情绪。美
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
发现，人的情绪其实有 27种，分别是钦
佩、崇拜、欣赏、娱乐、焦虑、敬畏、尴尬、
厌倦、冷静、困惑、渴望、厌恶、同理心痛
苦、着迷、嫉妒、兴奋、恐惧、痛恨、有趣、
快乐、怀旧、浪漫、悲伤、满意、性欲、同情
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