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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布国家赔偿新标准

29 岁交警被撞殉职

最高人民法院 16日下发通知，公
布了自 2018年 5月 16日起作出的国
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284.74元。
同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检
察厅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刑事
申诉检察部门在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
务机关的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
赔偿标准 284.74元，该标准较上年度增
加 25.85元。
国家赔偿法规定：
“侵犯公民人身自
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

5月 13日 23时 53分许，在 G42沪
蓉高速进城方向周嘉至垫江段，重庆市
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队员冯■对一辆低速
行驶的故障轻型货车实施警示引导时，
不幸被后方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撞击，
因公殉职，年仅 29岁。冯■和女友原本
相约今年“5·20”领证结婚，没想距离 5
月 20日还有一周时间，他却先离爱人而
去。5月 15日 17时 20分，冯■的遗体
告别仪式在垫江县殡仪馆举行。手持菊
花的百余名交通执法人员和自发前来吊
唁的群众，依次向冯■的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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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资计算。”国家统计局 2018年 5月
15日公布，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数额为 74318元。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各级人民法院自 2018年 5月 16日起
审理国家赔偿案件时按照上述标准执
行；各级检察机关自 5月 16日起，作出
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
的，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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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走漫画”侮辱英烈

有网友爆料，5月 8日，自媒体“暴
走漫画”在今日头条等平台发布了一
段时长 58秒、含有戏谑侮辱董存瑞烈
士和叶挺烈士内容的短视频。网友表
示，这是公然挑衅《英雄烈士保护法》。
对此，今日头条于昨日 18时 30
分左右发布《关于封禁“暴走漫画”的
公告》，公告称，接到举报后，今日头条

第一时间下架了相关视频，并对涉事
账号“暴走漫画”进行了封禁处理。
保护英雄烈士是网络平台的责任
和义务，今日头条将进一步加强审核
规范，并针对英烈保护开展专项复查。
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违法违规内容
及时举报。
（中国青年网）

（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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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着进来跑着出去”
云南神药被通报 81 次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布了
8000余件食品保健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案。在药品违法广告 TOP20榜单中，云
南无敌丹胶囊赫然在列，且被通报次数
多达 81次（统计日期 2001年 -2018年
4月）！生产厂商官网显示，该公司是“中
华老字号企业”。该药曾经的广告语是这
样的：“无敌治骨，抬着进来，走着回去；扶
着进来，跑着出去！”
“用了 3个疗程……
腰不疼、腿不酸、脚趾也不凉，什么都好
了！”其被全国各地通报的大多数原因都
是：宣传和广告语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
言、保证，严重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无敌”这个名字确实很
黑与不白：这名字工商部门都给批？
笑傲江湖林伟：现在的中华老字号称
号如此廉价。

无敌。

‘

有自媒体说我准备开除 8万
员工，这完全是耸人听闻。我们永
远不会开除任何一名兄弟。

’

——
—针对“京东要开除 8万员工”
的传闻，刘强东 5月 16日在第二届世
界智能大会上回应称，这是自媒体不
准确的误读，自己原话的意思是如果
大规模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节约
50%的人力，但随着业务拓展还需要
大量用人。

‘

先手术，有什么责任我来承担。

‘

要救人了，挺激动的。

’

—近日，
—— 在湖北武汉举目无亲的
吴师傅突发脑出血，若不及时手术，可
能成为植物人。武汉市梨园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周兆文医生为他打破先例，危急
时刻决定先进行手术，把吴师傅从死神
手里抢了回来。周兆文说，患者的病情
危急，不想错过黄金抢救时刻。

’

—2
—— 4岁的小伙刘智杰大学时采
集了骨髓样本，去年得知有白血病患者
与其配型成功。之后，他开始跑步、狂补
营养，每天吃两个鸡蛋，从 110多斤增
重到 140斤。他说，感觉活得很值当。如
果半途而废的话，等于给了患者希望，
又把它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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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联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显
示，电信诈骗案、盗窃银行卡、非法套现、
冒用他人银行卡、网络消费诈骗案件近
年来仍然多发。特别是电信诈骗形势依
然严峻，其中超过 90%是由于个人信息
泄露引致，已成为犯罪主要源头。

130455

辆

世界最大无轴摩天轮正式投用
昨天，山东潍坊“渤海之眼”摩天轮正式投用。总高度 145米的“渤海之眼”创下 3
—最大无轴式摩天轮、首例编织网格形式摩天轮、首次无轴式轮桥合一
个世界纪录——
摩天轮。乘坐摩天轮可近观白浪河、远眺渤海湾，俯瞰滨海中央城区城市美景。（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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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城晚报）
【网友议论】
占卜师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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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室装“天眼”
开小差马上被识别

杭州第十一中学最近引进了一个神
器——
—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该系统
犹如一双“天眼”，能把学生的课堂行为一
网打尽，只要谁睡觉了，或者开小差了，马
上就能识别出来。该系统能对学生的课
堂行为和听课时的表情进行分析，还可以
无感刷脸考勤。上课铃声一响，一分钟不
到，考勤结果就出来了。 （杭州日报）
【网友议论】
MUA：学校初衷是好的，
但方式欠妥。
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课，老师压力也会很大。
汤组长：矫枉过正，这样会扼杀孩子
们的天性。
小鱼不止七秒记忆：这比窗外的班主
任还可怕，没必要把孩子管到这种程度吧。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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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东风本田“机
油门”近日终于有了结果。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发布公告，东风本田向其备案
了召回计划，决定从 5月 22日起，召回
2017年 2月 14日至 2018年 2月 27日
生产的搭载 1.5T发动机的 2018款思威
汽车，也就是 CR-V，共计 130455辆。

23269

家

今年第一季度，国办信息公开办对
各地区政府网站进行随机抽查，总体合
格率为 95%。数据表明，截至 3月 1日，
全国正在运行的政府网站共计 23269
家。抽查通报显示，个别政府网站存在伪
造新闻动态发布日期、长期漠视群众关
切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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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欧洲瓶装水生产商
15日设定了一项目标，即到 2025年之
前，要将塑料瓶的回收率从 60%提高到
90%，以提高回收利用率和减少污染。
“欧洲瓶装水联合会”在一份声明中表
示，塑料瓶包装是令人无法接受的乱扔
废弃物品现象中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