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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将加快淘汰高毒农药

博尔特
有望获职业足球合同

八枚奥运金牌得主、牙买加“飞人”
博尔特将于 18日开始在澳超中央海岸
水手队的试训。如果博尔特能通过试训
中的各项考核，他就有望在新赛季出战
澳超联赛。球队高层日前表示，博尔特跨
界试训职业足坛并非作秀，中央海岸水
手希望为他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31岁
的博尔特是一名超级球迷，他在接受中
央海岸水手官网采访时表示：“我对去澳
大利亚试训感到兴奋，感谢球队给予我
这次机会。踢职业足球一直是我的梦想，
我知道需要大量的辛勤工作和训练，才
能达到参加澳超联赛的要求。”
（中新网）

众议

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总农艺师
季颖 9日表示，将按照“循序渐进、分步
实施、多措并举”的原则，力争 5年内淘
汰高毒农药，并力推实现登记超过 15
年的老旧农药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季颖说，从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我
国已经淘汰了六六六、滴滴涕等 43种
高毒高风险农药，目前农业上使用的在
登记有效状态的高毒农药有 10种。农
业农村部对高毒农药将采取更严厉的
管控措施，目前涕灭威、水胺硫磷、甲拌

磷完成了可行性论证，拟境内禁用，并
启动甲基异柳磷、灭线磷、氧乐果、磷化
铝淘汰方案。
与此同时，重点对已登记 15年以
上的品种开展周期性评价。据初步统
计，目前我国登记超过 15年的农药品
种有 478种。农业农村部初步选定草甘
膦、多菌灵等 10种农药开展再评价，并
力推其他登记超过 15年的农药品种实
现周期性评价全覆盖。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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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公园“十八景”发布

在 2008年奥运会成功举办十周 林匹克宣言广场）、一路走红（健身步
—北京奥 道）、碑林汲古（朝阳贞石园）、花田野趣
年之际，奥运核心遗产之一——
林匹克公园 9日发布了“十八景”。景观 （花海）、银杏叠金（银杏林）、双园接翠
名称和对应图片在发布会上揭晓。
（生态廊道）、奥海游龙（龙形水系）、钻
“奥园十八景”分别为：盼梦成真 石星辉（钻石球场）、冰丝炫彩（国家速
（熊猫盼盼）、和光瑞阙（和谐阙）、北顶 滑馆）。
飞霞（敕建北顶娘娘庙）、鸟巢圆梦（国
奥林匹克公园因北京举办 2008年
家体育场）、奥运之光（火炬广场及奥运 奥运会而生，赛后利用成果显著。据介
冠军墙）、水蕴方圆（国家游泳中心）、七 绍，奥林匹克公园十年间已经接待中外
院文华（下沉花园）、奥塔流云（奥林匹 游客 5亿人次。
克塔）、仰山胜景（仰山）、五环同心（奥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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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大厅冷热有别
郑州警方：整改！

我也是年轻人，
但是我觉得频繁地跳槽不是一件好事。
若水疯飞：趁着年轻，做自己喜欢的
事，别等将来后悔和遗憾。
青创 公 益 基 金 ：“ 裸辞”并非不可
取，但需谨慎，只要“裸辞”之后合理规
划自己的空窗期就好。

’

——
—两年前，一位和“支付宝”同
名的大爷走红，但走红后的日子喜忧
参半，每天有二三十个人来他开的店
求合影，要面对网络的流言蜚语。支
付宝大爷担心女儿在学校里受影响，
女儿说，每次听到说父亲不好的话都
会觉得难过。

‘

抓住普惠式全球化和数
字化，非洲会出现 100个阿里
巴巴。

’

——
—当地时间 8月 8日，马云在
南非约翰内斯堡宣布成立“马云非洲
青年创业基金”，并这样鼓励当地的
年轻人。该基金由马云公益基金会出
资 1000万美元，未来 10年在非洲支
持 100名青年创业者，以此创造更多
的就业及经济发展。

房贷利率上涨的趋势仍在继续。
一项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2018年 7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为 5.67%，相当于基准利率 1.157
倍，环比上升 0.53个百分点；同比首
套房贷款平 均 利 率 4.99%，上 升
13.6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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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也确实不是一线
工作人员能管的事。
强势女汉子也会懦弱：办事大厅还要
隔着玻璃？又不是银行，谁敢在派出所里
抢钱？
念念：其他窗口单位也注意了，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

（中国青年报）

‘

感觉听久了也就习惯了。

’

——
—河北唐山，1999年 17岁的
廖海军被指控杀害两名女童，被判处
无期徒刑；其父母被判包庇罪获刑 5
年。服刑期间，廖海军和父母不断申
诉，然而其父母二人在等待宣判期间
先后病故。该案 8月 9日开庭，廖海
军一家三人获无罪。廖海军称，将申
请国家赔偿。

%

（大河报）

不少职场新人会通过跳槽来寻求升
职加薪的机会，有些人甚至还没想好之
后怎么安排就作出辞职的决定，这种做
法通常被称为“裸辞”。近日，一项调查显
示，22.5%的受访职场青年“裸辞”过，
49.4%的受访职场青年考虑过“裸辞”。不
满意薪酬福利（52.1%）和不适应企业管
理制度模式（51.4%）的被受访者认为是
职场青年“裸辞”的主要原因。47.1%的受
访职场青年觉得“裸辞”不理智。

‘

我们一家人都清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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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议论】
方小离 fany：

职场青年调查显示
22.5%的人“裸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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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一个派出所的办事大厅内冷
热有别，工作人员在玻璃窗口内吹着空
调，但排队的办事群众却在大厅的排队
等候区冒热汗。被问到大厅里这么热，没
想过安装个空调吗？工作人员称：“那不
是我们能管的事”，“你跟我说，我也没办
法”。8月 9日，《大河报》对此事进行了报
道，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郑州市公安局
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空调已经安装到位，
将在全市的户籍办证大厅开展一次自查
行动，为办事群众提供更多便民服务。

【网友议论】
小马奔腾 198711：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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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青高铁、青连铁路计划于今年
12月 20日同时通车运营。这也就意
味着济青高铁投入使用后，济南到青
岛用时将由现在的 2.5小时缩短至 1
小时，青岛到北京的时间将由现在的
5.5小时压缩到 2.5小时。

川航
“
熊猫客机”空客 A350 亮相
8 月 9 日， 中国内地首批引进的空客 A350 之一飞抵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并
举行“过水门”仪式。 这架客机为四川航空“熊猫客机”，8 只卡通大熊猫爬上彩色
机身，让科技范儿十足的 A350 充满呆萌欢乐的色彩，可谓“史上最萌”。 空客
A350XWB 宽体飞机是世界最新一代远程宽体飞机系列，拥有更大的空间感、更
宽敞的乘坐体验和超静音的客舱环境。
（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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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平方米

天津大学牵头建设的一大型地
震工程模拟研究设施近日由国家发
改委批复立项，该设施将建设在天津
大学北洋园校区内，总建筑面积 7.7
万平方米，建设周期 5年。其建成后
将有利于从减少地震灾害损失向减
轻地震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抵御
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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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苏丹官员 8日说，南苏丹偷猎
大象现象严重，据估计今年已有 20
余头大象惨遭捕杀。仅在过去 4个
月里，南苏丹就已查获至少 46根象
牙。近期象牙走私猖獗主要和一些
非政府武装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大
象偷猎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