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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汽车与新能源车减免车船税

登顶 2018 中国慈善榜

昨天，财政部发布公告称，对节
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同时对新能
源车船免征车船税。其中，节能汽车
为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排量
为 1.6升以下 （含 1.6升） 的燃用汽
油、柴油的乘用车（含非插电式混合
动力、双燃料和两用燃料乘用车），而
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是指纯电

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
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
通知称，对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列
入《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
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资格的汽
车企业，以及提供虚假资料的船舶所
有人或管理人，应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财政部网站）
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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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词
北京地铁

昨日，福布斯中国发布“2018中国慈善
榜”，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以 42.1亿
元的捐赠总额位列首善，其中向贵州省扶贫
基金会捐赠扶贫款 30亿元。今年是福布斯
第十二次发布中国慈善榜，上榜的 100位企
业家（企业）现金捐赠总额为 173.1亿元，与
去年的 103.8亿元相比，大幅上涨 66%，为
近 6年来最高值。从上榜企业的地域来看，
广东、北京和上海成为捐赠企业最多的前三
大慈善地区，集中了一半以上的企业。
（中新网）

有关部门制定改造方案并付诸实施。
具体措施包括：对空调制冷系统的
部分装置重新进行匹配，使空调系统在
高温环境中处于最优工作状态；优化压
缩机排气口，有效控制吸气温度及排气
温度；优化冷出风格栅，减少出风阻力，
增大冷凝总体出风面积以及两侧出风
面积。目前已完成一组车的空调机组改
造工作，8月初上线运营试验。待首组
车验证完毕后，将尽快安排生产，对后
续车组进行批量整改，以保障正线空调
系统的正常工作。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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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住好房父母住危房
湖北荆州发文将处罚

湖北荆州市部分农村家庭存在“自己住
好房子，父母却住危房”的现象，为此湖北荆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
法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敦促将家庭成员接
入安全住房共同生活的通告》，要求凡家庭
有安全住房，而部分家庭成员仍居住在危房
的，必须立即主动将其接入安全住房生活。
确因个别老人存在“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传
统思想，不愿搬离的，子女必须改善其原居
住条件，保障居住安全，尽到赡养义务，否则
将依法对赡养人进行处罚，责令其履行赡养
（湖北日报）
义务。
【网友议论】
天中一叶：完全支持。
不能听任子女住华屋、
胡印斌：无论如何，
老人住危房。政府有责任提醒子女履行义务。
B9U：
某些人自觉一点好吗？这种事情居
然要政府发文来解决。
法国禁止中小学生
在校园内使用手机

7月 30日，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关于
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
手机的法案。这一禁令将于今年 9月开学时
生效。按照新规，在校小学生和初中生无论是
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时均不得使用手
机，除非出于教学目的，或是残疾儿童的特别
需要。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有 86%的 12岁
至 17岁的青少年拥有手机。新法案拥护者
认为，学生滥用手机会分散其课堂注意力，影
响课间体育活动，甚至会使他们受到暴力、色
情等不良信息的影响。
（新华社）
【网友议论】
七分红酒：就应该这样。
半边天里摸鱼：中国很多学校早规定了不
让带手机，只不过国家没有立法。
热爱音乐就够了：年轻人近视越来越普遍
化，电子产品的潮流太强大了！

’

—有网友举报，斗鱼直播平台主
——
播陈一发儿在 2016年一次直播过程中，
公然把南京大屠杀、东三省沦陷等民族
惨痛记忆作为调侃的笑料，引发诸多网
友严重不满。7月 31日，其在微博公开道
歉。昨日晚间，斗鱼直播平台公布处理公
告，禁封陈一发儿直播间，并按照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

回应 1 号线空调制冷不佳

连日来，北京遭遇了“桑拿天”。然
而，在原本就以拥挤著称的北京地铁 1
号线，乘客还要遭受“蒸桑拿”的苦恼。不
少民众在北京地铁官方微博下留言，称
地铁 1号线和八通线部分列车车厢内
空调制冷效果不佳，温度较高。尤其是早
晚高峰期间，车厢内像一个“蒸笼”。
昨日，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回
应称，由于 1号线建设时间较早，洞体
设计较小，散热条件较差，空调管路工
作压力持续升高，造成压缩机压力保护
功能启动。公司对乘客反映的情况高度
重视，为改善乘客的乘车环境，已责成

这个事情是十分错误的，我不
应该拿历史事件开玩笑，我本人也
非常后悔和自责。

我的职责就是在确保疗效和
安全的前提下，根据患者的情况对
症下药，帮助患者解除病痛。

’

——
—近日，河南焦作的小瑜（化名）
在朋友圈晒出一张门诊收费票据，称自
己带孩子看病，医生为其开了 0.19元的
药，孩子服用后很有效。这张最便宜的良
心药方被网友纷纷转发点赞。对此，开药
的医生赵飞琴感到很意外，再三说自己
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 ’

生吃蜈蚣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可
能引发脑膜炎。

——
—中国有一些民间偏方声称生吃
蜈蚣能治病，但中国研究人员 7月 30日
警告说，此举有危险。研究人员在《美国
热带医学与卫生杂志》上报告了两例相
关病例，他们是一对母子，因出现头痛等
脑膜炎症状先后就医，发病前均生食过
野生蜈蚣。

2999

数字

例

昨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
管局副局长郭燕红介绍，今年前 6个月，
我国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已经达到了
2999例，全年有望突破 6000例。今年前
6个月，我国已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达到
9196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了 18%。

103.8

孕妇遭遇车祸
女婴奇迹生还

亿元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杨东介绍，
近年来，公安部指导全国公安机关建立
健全各级“反诈骗”中心，2017年为群众
紧急止付、挽损 103.8亿元，阻截、清理涉
案银行账户 28.5万个，关停涉案电话号
码 37.1万个。同时，各地及时返还被骗
款，2017年全年共返还 4亿余元。

7 月 26 日， 巴西圣保罗州一名孕妇在车祸中
被撞飞，肚子里的女婴因重物压迫，瞬间被从伤口
挤出母亲体外，跌到数米远的草丛中。 救护人员赶
到现场时，该名孕妇已经死亡，他们循着哭声发现
了这名奇迹生还的宝宝。 女婴目前仍在当地医院的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继续观察。 这名宝宝已被取名
为“吉奥瓦娜”，意思是“受上帝保护的孩子”。
（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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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
控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发布，自 2019
年 8月 1日零时起，进入海南省道路行
驶的非本省号牌小客车，须通过网络、电
话或者窗口方式办理登记。每辆车每年
通行总天数不超过 120天，可多次办理。

45

架

记者从顺丰航空有限公司获悉，顺
丰航空的第 45架货运飞机已经正式投
入航线运行，该航空企业凭借自有的
45架全货机机队成为中国运营飞机数
量最多的货运航空公司。顺丰航空是顺
丰控股旗下货运航空公司，为顺丰提供
快件空运服务及定制优化航空货运解
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