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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脸谱
孟伟
涉违纪被停止院士资格

14日，中国工程院第六届主席团根据
《中国工程院章程》和补充修订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决定停止孟伟中国工程院院士
资格。据悉，中国工程院近年来先后停止
了李宁、周国泰、孟伟等人院士资格。
孟伟，1956年出生，流域水污染控制
与水环境管理专家，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近日发布
消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原院长孟伟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
（新华社）
织审查。

众议

检察日报刊文谈“江歌遇害案”
昨天，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
《检察日报》刊登题为《江歌案：关于境外
犯罪管辖的追问》的文章。文章指出，据
媒体报道，2016年 11月 3日凌晨，来自
山东青岛的女留学生江歌在日本东京
都中野车站接回同住的朋友刘鑫时，在
公寓楼门口遇到刘鑫的前男友，双方发
生了争吵，继而遭到该男子杀害。近日，
一段江歌母亲和刘鑫见面的视频，让该
案重回公众视野。
不少网友追问，
“华人犯罪，中国法
律还能否对其进行追责？”对此，文章称，

法律上也有明确规定。依据我国刑法第
十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
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
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
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就江歌案
件而言，刘鑫的前男友如果在日本受到
刑事处罚后，我国司法机关仍可依法对
其享有追诉权。但追诉权行使的一个充
要条件是：犯罪嫌疑人回到中国。只有犯
罪嫌疑人本人在国内，才能适用刑法第
（检察日报）
十条的规定。

热词

社区办园点

监控视频记录保存 30 天

记者 14日从北京市教委获悉，近
日北京印发了《北京市学前教育社区办
园点安全管理工作基本要求（试行）》。
文件称，各区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积
极创造条件新建、改扩建幼儿园，鼓励
社会力量办园，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
资源。依托街道和乡镇，设立一批接收
3至 6岁儿童接受保育和教育的社区
办园点，可由个人、单位和社会组织来
承办，教育部门对其负主要管理责任。

在社区办园点的安全管理工作基
本要求中，明确提出应当在社区办园点
出入口及儿童活动区安装视频安防监
控系统、紧急报警装置，且安排专人实
时监控，及时报警。监控视频记录应保
存 30天。对于社区办园点工作人员，进
行实名制管理，并将聘用的看护人员、
保安、食堂工作人员及其他勤杂人员等
基本情况造册，及时上报辖区派出所，
办理居住证，纳入人口管理。（新华社）

晚 10 点没完成作业
有家长证明可不做完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教育局出
台新版中小学作业管理规定，就控制作业
总量、积极实施作业分层、作业批改要求
做出细致规定。其中最抓眼球的是，如果
学生做作业时间超过晚上 10点还未完
成，在家长证明下，学生可选择不做完剩
余作业。教师要充分理解学生个体间存在
的差异，充分保证学生充足的睡眠时间。
（宁波晚报）
【网友议论】
轩仔乐淘淘 2004：

哪个家长敢出这
样的证明，老师放弃自家孩子咋办？
岁月安了个好： 这个政策很难理想
地执行，与其这样，还不如老师少布置点
作业。
辨真观行：但要规定一周或一个月不
得超三次，否则容易偷懒，宽容很多时候
是在害他们。

声音

‘

我们小区孩子特别多，那时候
我特别在意人们在公共场所抽烟，
特别是电梯里边。

’

今年 5月 2日，郑州市民杨帆在电
梯内劝阻一位老人吸烟，引双方争辩，不
料老人心脏病发作猝死。法院一审判杨
帆赔偿 15000元。杨帆称，事发后老人
家属对他辱骂、踢打并逼下跪，但他认为
自己并无过错，认捐不认赔。死者家属提
出上诉。针对该事件，网友几乎一边倒支
持杨帆。

‘ ’

高考语文最后要实现让 15%的
人做不完。

近日，新编语文教材主编、北大语文
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透露了未来高考
语文改革的方向：阅读题量将增加，文章
更具思辨性、复杂性、扩展性，恐怕会对
女生不利；高中课程将有颠覆性的变化，
要学生模仿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戏
剧等。

‘’
贼。

我的愿望是岳阳无贼，天下无

只因当年被偷 3000元医药费，又被
前妻骂了一句“不像个男人”，湖南岳阳男
子宁太平就开始痴迷抓贼。据他称，自
2011年起，7年间抓小偷 800多次。

读图

数字

社科院学者研究发现
姐弟恋婚姻已占 4 成

俗话说，
“女大三，抱金砖”。最近，中国
社科院研究员李春玲发表名为《社会变迁
背景下中国青年问题研究》的文章，引起了
外界关注。文章中提到，“男大女小”的婚姻
从 10年 前 的 68.09%下 降 到 目 前 的
43.13%，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
从 14.37%上升到 40.13%，也就是说，姐弟
恋占到了婚恋总数的 4成。在李春玲看
来，这是中国女性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不
过，调查还显示，男性更易接受姐弟恋，女
（钱江晚报）
性反而顾虑重重。
【网友议论】
rhZhao：年龄本来就不应该是制约爱
情的条件。
布老虎 1986：比老公大四岁，说真的，
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
Nancy 沫： 你们先聊，我要去找小弟
弟了。

北京晨报

17.6

%

14日是联合国糖尿病日，记者 14
日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获悉，根据全市
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调查数据显
示，上海常住居民 35岁以上成人中，糖
尿病患病率高达 17.6%，其中女性患病
率为 15.8%，更不容乐观的是有近 1/3
糖尿病患者不知道自身患病。

130/80

毫米汞柱

中国警方向美国遣返一美籍逃犯
14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 1名美籍逃犯遣
返美国。这是今年以来中国警方向美方遣返移交的第 4名逃犯，美方今年也已向中
方移交了 2名逃犯。据悉，该犯因在美涉嫌盗窃车辆，被美国警方通缉。该犯于 2009
年 11月入境上海，在华藏匿至今，主要以英语培训教育为生。今年 8月，美方正式向
中方提出协助遣返请求。接美方通报后，中国警方立即开展缜密侦查，并于 9月 15
（新华社）
日将该犯拘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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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脏病协会和美国心脏病学会
13日联合发布了更为严格的新版高血
压指南，将高血压定义为血压超过
130/80毫米汞柱。按照这一新指标，美
国高血压患者从此前预计的 7200万人
剧增到 1.03亿人，也就是说，近半数美
国人患有高血压。

129

人

哈尔滨市纪委监察局近日公开通报
了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为非法营运出租
车充当“保护伞”问题查处情况，严肃查
处、问责了 129名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
通报指出，长期以来，哈尔滨市一些非法
营运人员，在个别党员干部及工作人员
纵容和“保护”下，进行非法营运活动。

12

年

美国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
年和 2017年秋季在美国高校注册的
外国新生数量接连出现下降，这是该项
研究开展 12年来首次出现这一趋势。
专家分析，导致赴美新生数量下降的主
要原因包括来自英国等国高校的竞争，
以及美国内政不稳定引发部分留学生
家庭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