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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脸谱
车用乙醇汽油将在全国推广

特朗普
美国总统年内访华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
多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
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
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全覆盖。方案提出，到
2020年，先进生物液体燃料创新体系
初步构建，纤维素燃料乙醇 5万吨级
装置实现示范运行，生物燃料乙醇产
业发展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国家能源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表

12日，访问牙买加后过境美国华盛顿
的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国
务卿蒂勒森。杨洁篪表示，应习近平主席邀
请，特朗普总统将于年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中方愿与美方共同努力，推动访问取得
积极成果。
蒂勒森表示，特朗普总统非常期待年
内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同习近平主席
共同规划美中关系未来发展。美方愿同中
方在举办首轮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
话的基础上，办好首轮社会和人文对话、执
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确保特朗普总统访华
富有成果。
（新华社）

众议

示，生物燃料乙醇以其具有的可再生、
环境友好、技术成熟、使用方便、易于推
广等综合优势，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
想汽油组分。据介绍，扩大生物燃料乙
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有利
于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自给能力和
安全水平；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可以
减少二氧化碳以及机动车尾气中的颗
粒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有害物
质排放；有利于调控粮食市场，促进粮
（新华社）
食供求平衡等。

热词
中学生运动会

部门项目纪录 40 年无人破

女子 800米纪录是 1977年创造
的、女子 100米纪录要追溯到 1979
年、男子 110米栏纪录为 1981年创
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
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当地的中
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沉睡”多年，有
的项目甚至 40年无人打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
破相对应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
年体质健康指标。近日，广州市教育

局公布的 2016学年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抽测结果显示，对比《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优秀率仅
2.6%，不及格率达 16.2%，重度近视
率为 49.8%。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
高，我国中小学生身高、体重等身体
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
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被
广泛关注。
（新华社）

外卖配送跻身
伤亡率最高职业榜

外卖配送成为伤亡率最高的职业之
一。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上半年，上海市送餐外卖行业的伤
亡道路交通事故共 76起，相信还有更多的
小剐小蹭等交通事故没有统计。中国外卖
市场用户规模已达 6亿，每周最少有 4亿
外卖订单飞驰在大街小巷，是外卖小哥撑
起了中国千亿级规模的餐饮外卖市场。外
卖小哥为了一单 7块钱成为“亡命徒”。这
里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悬殊的奖罚制度，
外卖小哥总是在拼命赶时间，因为准时意
味着赚钱，超时意味着罚钱；落不到实处的
安全保障，他们时刻都处在不安中，因为社
会保险得不到落实；空白的安全意识和图
快钱的心，几乎每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
都违反过交通规则，不少人的安全意识是
空白的。
（中国新闻周刊）
【网友议论】
A 微日记：这不是为了 7元钱的问题，
而是外卖公司管理上有明显的问题。
zwj52121： 为了挣钱而违章，这不是
借口。
浅云沙： 和这些“亡命徒”演对手戏的
却是无辜的路人，外卖规定是得改改了。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5个婚礼
对于刚毕业的我不要太残忍。
唉妮儿：正是同龄朋友适婚年纪，过了
这个阶段就没有这么多婚礼了，所以接到
邀请就去吧。再说婚礼也是礼尚往来，就当
是存定期好了。
江苏道法自然： 看看有没有比参加婚
礼更重要的事，比如，回家看老妈。

‘

’

13日，正在成都出席联合国世界
旅游组织第 22届全体大会的泰国旅游
及体育部部长果甘·素丽雅萨表示，中
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越来越少。泰国本地
人也在学习如何与国外游客沟通，更好
地交流。

‘

去年中国黄金周对我们来
说还是旺季，今年真的是毫无
期待。

’

中国将迎来连续 8天的黄金周，往
年每逢这个“关键节点”，韩国旅游业界
都会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中国金主的造
访。不过，韩国旅游业界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来中国游客锐减就让旅游业遭
受重创，现在“萨德”追加部署更是雪
上加霜。

‘’

发炎会导致抑郁，这一点相
当清楚。

英国剑桥大学精神系主任埃德·布
尔莫教授研究认为，抑郁症是一种由免
疫系统失灵造成的生理疾病，免疫系统
过于积极会引发遍及全身的炎症反应，
令人产生绝望、悲伤和疲劳的感觉。科
研人员希望明年开始测试消炎药是否
可以缓解抑郁。

数字

275

元

上海迪士尼乐园首次推出夜游票，
时间为 9月 25日至 10月 31日（不包
括 10月 2日至 10月 7日），下午 4点
后入园游玩，票价为 275元，乐园还首次
“解锁”着装限制，游客可装扮成自己喜
爱的角色造型进入乐园，目前夜间票已
开始预售。

83

%

反恐“神网”专治驾车撞人

面对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驾车撞人式恐怖袭击，英国伦敦警察局推出新款
反恐“神器”：一张能够刹住重达 17吨汽车的拦截网。这种名为“利爪”的拦截网
装有钨钢钉，能扎破任何车辆的轮胎，随后缠住车辆前轮。设计人员确保车辆在
“利爪”的作用下，刹车时保持直线状态，从而大大减少对人群的威胁。铺设“利
（新华社）
爪”仅需两名警察，且在一分钟内便可完成。

提醒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
明日升旗
明日降旗

！

■尾号限行
18：25
05：55
18：24

今日 5、0

明日 1、6

（江苏新闻）
【网友议论】
肖漂酿：

声音
在过去，泰国清迈经常能听到
很多本地人抱怨中国游客的不文
明行为，但是现在都没了。

读图

8 天长假 6 场婚礼
一月工资不够份子钱

25岁的肖小姐国庆准备回老家好好休
息，谁知却接到了 6场婚礼的邀请。8天假
期 6场婚礼，时间排得满满当当，份子钱差
不多 4400元，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不少
网友表示，
“心疼肖小姐 1分钟”！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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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林业厅新闻发言人、副厅长
郭道忠 13日表示，作为中国大熊猫主
要栖息地之一，近年来，通过加大生态
建设力度、有效保护物种栖息地等多举
措入手，陕西珍贵濒危物种种群得到恢
复和增长，其中秦岭地区野外大熊猫种
群数量稳步增长，已达 345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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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针对教师节，第三方机构发布
调查数据显示，83%的大学教师对所任
职高校满意。在大学教师眼中，理想雇主
需要具备哪些条件？62%选择“除公积金
以外的住房补贴、教师宿舍或购房优惠”
和“高质量的子女入园入学机会”是最具
吸引力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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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健康不平等”现象的分
析报告指出，现阶段，英国女性的预期
寿命为 83岁，位列全欧洲最末，比西班
牙和法国女性的预期寿命少 3年；男性
的预期寿命为 79岁，位列全欧洲倒数
第二。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重视，英国
可能成为欧洲的“病号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