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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谨慎海淘爱他美婴儿奶粉

被控受贿6961万元

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达能集团旗
下爱他美（aptamil）婴儿配方乳粉在
英国引起婴儿呕吐及胃肠不适症状，
海关总署 11日发布通报称，报道涉及
的相关产品还没有通过一般贸易渠道
进口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业联系核实
有关情况，海关确定该报道中涉及的

众议

声音

婴儿配方乳粉为达能集团供应欧洲市
场的产品，未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到
中国，该集团也未通过跨境电商形式将
该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目前，该集团正
在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谨慎从境外
通过直邮等方式购买该产品。
（新华社）

科研玉米

被偷摘影响学生毕业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南农业大学
浏阳实习基地的玉米被当地村民偷
摘，导致实验数据无法接续，甚至可能
影响学生毕业。
记者了解到，湖南农业大学浏阳
教学科研综合基地，位于浏阳市沿溪
镇，承担了一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每年有 6个专业 300余名学生在
基地进行综合实习。7月 7日下午 4时
许，浏阳市沿溪派出所接到报案称，有
村民正在该基地偷摘玉米，警方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9日晚沿溪镇政府通报称，据初步调
查，被村民损毁的试验田约占全部玉米
试验田的 30%，涉事 4人都是基地附近

的中老年妇女，已被有关部门依法询问。
湖南农业大学一位老师表示，被村
民偷摘的玉米都是经过学生和老师精
心设计的。“眼看试验成果马上就要出
来了，没想到却遇到这种事情。如果偷
玉米的村民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卖，最多
只能卖一两块一斤，但这些玉米不能简
单用金钱来衡量。”
沿溪镇政府还表示，对此次事件给
湖南农业大学涉事师生造成的损失深
表歉意。镇村将积极与湖南农业大学浏
阳教学实习基地协商，完善基地防护隔
离网、提示牌，组织治安巡防队与基地
师生一起加大巡逻力度，确保该基地教
学科研工作有序进行。 （新华社）

’

—7月
—— 10日，CA106香港到大连
航班发生氧气面罩脱落事件。中国国际
航空公司昨日晚间回应该事件称，目前
机组正在接受民航局相关部门的调查。

‘

’

—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消息，
——
中
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公告，称定于今年
9月 3日发行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一
枚。纪念币采取预约方式发行。预约方
式未能兑换的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采
取现场兑换方式发行。

‘

举办奥运会是意大利全国上
下加强团结的好机会。

’

—意大利奥委会
——
10日发布消息
称，意大利将参与申办 2026年冬奥会
和残奥会，具体申办城市将在晚些时候
公布。意大利曾于 1960年举办了罗马
夏季奥运会，2006年举办了都灵冬季
奥运会。

读图

数字

总人口 4300余万人，60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近 900万，占比超过 20%，“年
迈”的辽宁如何激发新的社会活力？近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辽宁省人口发
展规划（2016~2030年）的通知》，面对愈
发严重的老龄化社会，《通知》明确，将开
发老年人力资源。充分发挥老年人参与经
济社会活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作用。实
施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逐步完善职工退
休年龄政策，有效挖掘开发老年人力资
源，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大力发展老年
教育培训，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鼓励
专业技术领域人才延长工作年限。

50

%

7月 11日是世界人口日。全面二孩
政策实施两年多，政策效应逐步释放，出
生人口规模保持平稳。最近发布的
《2017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17年全国新 出 生 婴 儿 数 为
1758万人，比 2016年减少 88万，二孩
占比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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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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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议论】
Duchess5

违纪处分全国包邮
“违纪处分当日下达，全国包邮（比你先到家）”“考试不是打 dota，不要抱团
合作”……近日，吉林长春工程学院悬挂多条宣传诚信考试的接地气条幅，希望
实现“教育在前，惩戒在后”的目的。 网友称：为防作弊，老师们也是用心良苦！
（央视）

因爸爸是失信人员
考生差点无法上大学

今年高考中，温州苍南饶先生的儿子
发挥出色，考上了北京某知名大学。正当一
家人沉浸在喜悦之中时，该大学的一个电
话却让饶先生犹如晴天霹雳：
“我校在资格
审查时发现您存在失信行为，请立即处理，
否则我校将不予录取您的孩子。”原来，饶
先生欠银行 20万元贷款不还，已有两年
多。这下饶先生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
上联系银行，还清了贷款。 （青年时报）
孤独的美食家：干得漂亮！
神族观察者： 考大学的学生已经是
独立的民事行为能力主体了，因为其他
人的失信行为影响录取有点不妥吧。
隔壁乖小孩： 是大学打电话通知家
长的，大学可不是义务教育，有选择录不
录取这个学生的权利。

‘

如果调查发现机组存在违章
违规行为，公司将以零容忍的态
度对责任人严肃处理。

中国高铁普通纪念币面额 10
元，直径为 27毫米，材质为双金属
铜合金，发行数量为 2亿枚。

热词

辽宁印发红头文件
鼓励老年人才创业

：与其鼓励老年人创业，
不如让年轻人乐业。好好改善我们的营
商环境吧。
兰兰： 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继续发
挥余热，值得提倡，我也计划退休后干点啥。
2746：为了应对老龄化加剧带来的
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日本也在大力鼓励
老年人再就业或创业。

北京晨报

关注

脸谱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11日
公开开庭审理了中国证监会原党委委
员、副主席姚刚受贿、内幕交易一案。邯
郸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6年至 2015
年，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中国证监会主
席助理、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
单位在并购重组、股份转让过程中股票
停复牌、避免被行政处罚等事项上提供
帮助，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 6961万余元。2007年 1
月至 4月，被告人姚刚利用担任证监会
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的职务便
利，获悉相关公司重组上市的内幕信息，
使用由其实际控制的他人股票账户在关
联股票停牌前买入，复牌后卖出，非法获
利共计人民币 210万余元。以上依法应
当以受贿罪、内幕交易罪追究姚刚的刑
事责任。法庭将择期宣判。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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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幸运晨告
3D 游戏
第 2018185 期中奖结果
5 7 0

第 2018080 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03 06 07 15 22 26 30
特别号码：08

体彩排列 ３、排列 ５
第 2018185 期中奖号码
排列 ３ 开奖结果：6 9 6
排列 ５ 开奖结果：6 9 6 8 8

■升降旗时间
今日降旗
明日升旗
明日降旗

七乐彩

超级大乐透
第 2018080 期中奖号码
前区号码：07 16 24 26 31
后区号码：10 11

■尾号限行
19：44
04：57
19：43

今日 1、6

明日 2、7

！

弄虚作假、死灰复燃、恢复建设、隐
瞒不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11日称，高
尔夫球场清理整治工作中，5个高尔夫球
场因存在严重问题被地方政府取缔，并
严肃追究了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4.3

亿人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委托第三方调查机
构伽马数据 10日发布的《2018年电子竞
技产业报告》称，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正处于
高速增长轨道，2018年市场规模将逾 880
亿元人民币，两年内预计增长 350亿元。
预计 2018年中国电子竞技玩家规模将达
到 4.3亿人。

138.64

亿元

近日，最新的《财富》中国 500强排
行榜发布，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筑、中
国平安、上汽集团、中国移动、工行、中
铁、中国铁建、中国人寿排名前 10。利润
方面，腾讯和阿里巴巴也跻身前 10。今
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为 138.64亿
元，提升了 2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