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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洁

国家安全部开通网络举报平台

坐滴滴丢包发微博求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
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加强
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间谍行为和
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线索的举报受
理工作，自 2018年 4月 15日起，国家
安全部开通互联网举报受理平台网站
www.12339.gov.cn，接受组织和个人
的举报信息。
任何组织和个人可通过登录该网
站，对发现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

14日，世界围棋冠军柯洁在微博上发
文称，自己在使用滴滴打车下车时不小心
将包遗忘在车上，包里有护照、钥匙等重要
物品，给司机打电话却一直不接，在其付款
后更是无法联系到司机。柯洁和滴滴客服
沟通后终于联系上司机，对方表示忙完会
送还，但仍然不见踪影，客服建议柯洁报
警。柯洁一度担心物品还能否找回，无奈之
下发微博求助网友。没多久，司机把包送还
给了柯洁，柯洁也表示了谢意。舆论认为，
此事暴露了网约车等分享经济在机制上的
（晨报综合报道）
一些弊端。

众议
担心女儿生活遇尴尬
苟姓爸爸想为她改姓

河南温县的苟先生今年 39岁，他的姓
氏给其工作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别人总
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小苟”“老苟”。为了不
让下一代重蹈覆辙，他决定为新出生不久
的二女儿改姓。他说，大女儿 2014年已经
由苟姓改成敬姓，当时有此政策。由于当时
苟先生在外打工，因此他自己未能改姓。但
此次为二女儿改姓遇到了难题，二女儿出
生的医院称要先让派出所出相关证明，才
给开具出生证明，而派出所户籍室表示这
样不符合规定，无法出具。据统计，2006年
全国苟姓人口现约有 33万，是中国第 237
常见姓。
（大河报）
【网友议论】
我是一只兔小灰： 跟妈妈的姓就可以
啊，不用这么麻烦。
Z 初心不忘 R：我还姓朱呢，自己不在
意就没什么。
炎峤涩凌嫌疑人：现在改个名字很难，
希望户籍部门能替百姓着想，加以改进。
赌博竞技类 APP 泛滥
有人半年内输光积蓄

上海的小李是名公司职员，一有时间
就玩网游德州扑克，月入万余元的他，不到
半年就输光积蓄，还欠了一身债。记者发
现，目前赌博竞技类 APP种类繁多，可自
由下载；APP里有众多俱乐部，为吸引会员
还打出“毕竟挣一百万 比赢一百万难多
了”的口号。法律专家表示，在网络德州扑
克赌博中，玩家、俱乐部和平台这三方均触
犯了法律，玩家和俱乐部都会视情节轻重
被拘留或判刑。
（央视）
【网友议论】
古方：
140 斤瘦到 88 斤哒小怪瘦：

网上下个套，进去逃不了！
一入赌门
深似海，从此亲人是路人。
UalyWang11： 我同事的老公也玩这
个，输了一万多。

间谍行为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情
况线索进行举报，也可以拨打全国统一
的举报受理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
家安全机关将依法受理举报信息并对有
关组织和个人依法举报的行为予以保
密。对举报属实、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积
极贡献的，国家安全机关将予以奖励；如
借举报名义故意捏造、谎报情况或诬告
他人的，妨碍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或造成
其他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家安全机关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新华社）

热词

全国 26 万人一起奔跑

路跑
“
春运日”

北京国际长跑节、武汉马拉松、生态
大圩国际半程马拉松暨合肥半程马拉
松赛……4月 15日，全国多场包括马拉
松的路跑赛事同天开赛，被称为路跑
“春运日”。据媒体不完全统计，4月 15
日全国有 40场左右的路跑赛事，超过
26万人在这一天一起奔跑。
“我掌握的数据是今天全国举办的
长跑类比赛有 50多场，这么多赛事集
中在一天并非偶然，以后也可能还会发
生。”合肥市马拉松协会会长魏普龙说。
在魏普龙看来，4月 15日赛事集中的原
因有三：一是跑马爱好者对马拉松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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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加；二是 4月天气最为适宜，可以
称为马拉松“黄金月”；三是周日比周六
更适合举办赛事，可以方便上班族们周
六提前赶到各个地方准备参赛，且在赛
后返回不影响周一正常工作。
业内人士坦言，一些地方举办马拉
松赛事，也有着通过宣传吸引客商、提升
招商引资品质的目的，但当地是否有举
办赛事的经济条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
是否具备赛事组织和保障安全的能力，
都应当纳入地方举办马拉松赛的考虑范
围内。
新华社

声音

‘

谭某的行为损害商业信誉、商
品声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目前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

——
—因在网上发帖称“鸿毛药酒是
毒药”，广州医生谭秦东遭内蒙古自治区
凉城县警方跨省抓捕。此事引发“警方将
民事案件刑事化”的质疑，对此，凉城县
公安局官方微博昨日发微博称，谭秦东
所涉嫌罪名为“损害商誉罪”。

‘

公寓内不仅家具家电齐备，连
床品、被子都有，可以拎包入住。

’

——
—南京宣布推出“青年人才驿
站”：外地高校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到南
京求职或者符合人才落户条件的人群，
都可以在东南青年汇同心店申请免费
居住 3-5天。店长董良琴说，他们店内
一共有 386套人才公寓，目前已经拿出
一整个楼层的公寓房源供毕业生挑选。

‘ ’

安倍已失去民众信任，难以在
今年 9月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
获得连任。

——
—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 14日
在水户市发表演讲后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作为现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治导师”，
他不看好安倍连任自民党总裁的前景，
批评后者对森友学园“地价门”、自卫队
“瞒报门”和为加计学园“开绿灯”等丑闻
应对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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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公里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透露，今年该省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多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雄安新区建设、冬奥会和扶贫攻坚等
重大战略保障项目，按照要求，2020年
重点是津石等涉及雄安新区的高速项目
建成通车。今年河北省高速公路建设总
规模将达到 20条段以上、近 2000公里。

28.8

亿次

7年多旷日持久的连绵战火，让叙利亚的城市满目
疮痍，
百姓流离失所……14日，美国空袭叙利亚，这片土
叙战争前后 地再次经历打击。
近来，一组叙利亚战争前后对比图在网
络上热传，引发网友感慨。网友纷纷表示，“愿世界和平，
对比图热传 再无战争”
。
（央视新闻官方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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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晨告
3D 游戏
第 2018098 期中奖结果

七星彩

6 6 5

4 7 4 0 2 5 1

体彩排列 ３、排列 ５
第 2018098 期中奖号码

双色球

排列 ３ 开奖结果：3 9 4
排列 ５ 开奖结果：3 9 4 4 0

红球号码：06 10 21 28 29 31
蓝球号码：12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
明日升旗
明日降旗

第 2018042 期中奖号码

第 2018042 期中奖号码

■尾号限行
18：53
05：35
18：54

今日 4、9

明日 5、0

！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
《2017年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报告》显示，
钓鱼网站已从 PC端向手机端发展，并
且转移势头较为迅猛。2016年，360手
机卫士共为全国手机用户拦截各类钓鱼
网站攻击 19.5亿次，而 2017年则激增
至 28.8亿次。

505.8

公里

印度媒体援引铁路公司官员的话报
道，印度首条高速铁路有望今年 12月
开工，预计 2022年投入使用。这条高速
铁路连接印度最大城市孟买和古吉拉特
邦首府艾哈迈达巴德，全长 505.8公里。
2015年 12月，日本印度确定这条线路
选用日本新干线模式。

50

%

外媒报道称，世界人口膨胀以及不
断增加的中产阶级使人均肉类食用量在
过去 40年里增长了 50%，导致一些人
担忧会出现蛋白质紧缺的问题，开发新
的蛋白质来源是“长期机遇”。快餐业巨
头麦当劳正在研究如何使用虫子制作鸡
饲料，以减少对大豆蛋白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