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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

徐本禹

万豪中文网站和APP被关停1周

出任秭归县委副书记

近日，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在其中
文版会员邮件和 APP注册页面将港
澳台和西藏都列为了“国家”。11日，
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针对该事
件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酒店集团亚太
区负责人和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
负责人，责令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
APP自行关闭一周，开展全面自查整
改，彻底清理违法违规信息，及时向社
会公布对事件的调查结果和处置情
况。上海市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指
出，万豪的上述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国家旅游局也对此事高度重视，

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政府
官方网站获知，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志
愿者协会副会长、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
人物”徐本禹已任秭归县委副书记。据官方
公布的徐本禹近期工作，1月 3日，他到任
第一天便赴革命老区、深度贫困村水田坝
乡联营村调研指导脱贫攻坚工作。2003
年，徐本禹以 372分的高分考取了硕士研
究生，却作出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
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去贵州支教。他也
因此当选 2004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当
时社会各界反响很大，有媒体用他来诠释
“80后”的使命与责任。 （湖北日报）

众议
中专以上学历可落户
郑州官方证实是真事

立即责成上海市旅游局尽快查明事
实，配合相关部门做出处理。国家旅游
局表示，旅游住宿企业要立即对企业
网站和 APP上的信息进行全面排查，
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坚决杜绝出
现上述类似事件。各级旅游主管部门
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引导
企业规范经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依规严肃处理。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表
示，已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
即落实各项整改要求，以诚恳的态度
回应社会舆论和网民关切。
（北京晨报记者 吴婷婷）

热词
雾霾天 本市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警
昨日 21时，北京市空气重污染 橙色预警期间，全市在实施工作日高
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 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基础
警，于 2018年 1月 13日 0时至 1月 上，国Ⅰ和国Ⅱ排放标准轻型汽油车
15日 24时实施橙色预警措施。这也 （含驾校教练车），建筑垃圾、渣土、砂
是 2018年本市发布的首个空气重污 石运输车辆禁止上路行驶；在常规作
业基础上，对重点道路每日增加 1次
染橙色预警。
市环保局表示，经中国环境监测 及以上清扫保洁作业；停止室外建筑
总站研判，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预计 工地喷涂粉刷、护坡喷浆、建筑拆除、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年 1月 12 切割、土石方等施工作业。列入橙色预
日至 17日可能将出现区域重污染天 警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的企业
气过程，部分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严重 实施停产限产措施；禁止燃放烟花爆
污染。其间，本市也将经历一次空气重 竹和露天烧烤。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
污染过程，按照环保部联防联控统一 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
（北京晨报记者 吴婷婷）
部署，区域启动空气重污染天气预警。

’

——
—近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
云出现在重庆某酒吧小酌，不过因为太
出名，很快被大家认出，很快就离开了酒
吧。本次消费的金额在 1300多元，值得
注意的是，马云并未选择支付宝支付，而
是刷了银行卡。对此，支付宝官方微博账
号作出回应。

‘

我们长期依靠中国处理塑料废
品，自己却没有废品回收市场。

’

——
—由于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
欧盟打算对塑料包装征税，以减少塑料
包装对环境的污染。英国回收协会负责
人西蒙·埃琳说，英国每年向中国出口
大约 50万吨塑料废品，占塑料废品出
口总量三分之二，中国的禁令是“巨大
的打击”。

‘

下一次遇到全球变暖否认
者，让他们去金星旅行吧，我来
掏钱。

’

——
—据外媒 10日报道，著名物理
学家霍金认为，如果全球变暖的过程
继续，地球上的环境将会变得无法忍
受，气温会高达 460摄氏度，就像金星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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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

人

：聪明的城市，人才才是城市
发展的源动力。
电令：人性化管理，
学历低不代表能力低。
是阿不是啊：给我大郑州点赞！

瑞士政府日前出台一项新规定，禁止
在龙虾活着时就将其放进锅里煮熟，在龙
虾死之前必须先将其打晕再下锅。一旦新
规生效，只有通过电击或者“机械毁坏”龙
虾的大脑才是被允许的打晕龙虾的方式。
动物权益倡议者以及一些科学家称，龙虾
和其余的甲壳纲动物拥有十分复杂的神经
系统，当它们被活生生放进锅里煮时会感
到巨大的痛苦。瑞士政府还表示，再也不允
许用冰块或者冰水来运输鲜活的虾蟹等甲
壳纲动物，而是必须以“自然环境下的状
态”来运输它们。
（封面新闻）
【网友议论】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虾权”也很重要。
城门 1997： 第一，如何确定龙虾是否
已经敲晕？第二，龙虾烫醒后如何处理？
Totoro 阿挠 ：支持！快手上一堆活活
把螃蟹小龙虾折磨死的视频，以此为乐，这
就是法律不健全带来的道德盲区。就算是
杀，也不能虐杀。

‘

11日，在广州市人大十五届三次会
议上，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向大会作政府
工作报告。工作报告提到，2017年，广州
发展动能转换成效明显，预计全年地区
生产总值达 2.15万亿元。这意味着，北
上广深 4个一线城市的经济总量已全
部进入 2万亿时代。

【网友议论】
最佳评论人

瑞士规定吃龙虾时
必须先打晕再下锅

声音
每个人在支付方式上的选择
都是自由的，也都是应该被尊重
的，自己的员工也不例外。

万亿元

读图

“中专以上学历可落户郑州”，近日，这
则消息在微信朋友圈流传。记者从郑州市
政府获悉，确有其事。郑州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说，为引来人才，郑州办理落户门槛降
低。凡是自愿迁入郑州市行政区域内城镇
地区落户的中专以上毕业生、职业（技工）
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能人才，都
适用郑州新出炉的人才落户政策。这一政
策已经在近期开始实施。此前，郑州落户比
较困难，只有本科生才可以落户。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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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汽车”进手术室
自 2017年 10月起，湖南省儿童医院实行新举措：让接受手术的孩子们“开
着汽车”进入手术室，以稳定患儿情绪、保障麻醉安全。从新举措实施以来，儿童
医院已有 100多位 1至 6岁的患者享受了“汽车服务”。图为小患者希希（化名）
（新华社）
开着玩具汽车前往手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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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郭少春 10日下
午在 2017年度领事工作国内媒体吹风
会上表示，根据中国驻外使领馆的数据，
2017年海外意外身亡的中国公民达
649人，其中交通安全事故 169人，溺水
等旅游安全事故 156人。这两项原因共
占意外身亡总人数的 50%以上。

347.5

亿元

记者 11日从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举办的政府采购创新发展研讨会上获
悉，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 15年来，中央
国家机关政府集中采购工作累计完成采
购额 2090亿元，节约资金 347.5亿元，
资金平均节约率达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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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4、9

校友经济将武汉的科教资源和校友
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在 10
日召开的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上，武汉市市长万勇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说，去年校友项目签约金额
达 1.3万亿元，贡献了全年招商引资签
约总金额的一半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