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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
古天乐

国务院安委办就安全生产约谈哈尔滨

捐资援建 100 所小学

记者 13日 从 应 急 管 理 部 了 解
到，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12
日就“8·25”重大火灾事故对黑龙江
省哈尔滨市人民政府进行安全生产
约谈。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
务院安委办要求哈尔滨市政府深刻剖
析北龙温泉休闲酒店“8·25”重大火灾
事故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排查风险
治理隐患，扭转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严
峻形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付建华主约
谈，哈尔滨市政府负责人汇报了“8·25”

重大火灾事故调查处置和后续整改落
实情况。
这位负责人表示，“8·25”重大火灾
教训十分深刻，哈尔滨市要逐级研究部
署消防工作，层层履行维护公共安全职
责，盯牢人员密集场所，整治消防安全
突出问题，坚决守住“防大火”的底线；
要着力加强基层安全“软实力”，推动单
位落实主体责任；着力提升公共消防
“硬实力”，推进消防基层基础建设，确
保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新华社）
好转。

热词
9月 13日，香港艺人古天乐在内地捐
资援建的第 100所希望小学建成的消息
引起网友热议。早在 7月 28日便有网友
爆料该消息，其晒出已竣工崭新的教学楼
照片，黄色的外观十分醒目，上面写着“古
天乐第 100所教学楼”。据悉，2009年古
天乐捐赠了第一所希望小学，十年内，他捐
资援建了 100所小学。然而，古天乐对捐
建小学一事一向低调。今年 6月，古天乐
捐建的第 99所小学在广西苍梧竣工，当
时有香港记者采访他，让他说说自己捐赠
的小学，话都没问完，古天乐就摇头说“不
（晨报综合报道）
谈这个”。

培训 没有教师资格证不得从事学科类培训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切实做好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做好校外培训
机构整改工作，务求今年年底全面完成
整改。《通知》中要求，未取得相应教师资
格的学科类教师应于 2018年下半年报
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经过教师资格考
试未能取得教师资格的，培训机构不得
继续聘用其从事学科类培训工作。
《通知》要求，要认真做好学科类培

训备案审核，根据学生所处年级和参训
学科，命名学科类培训班名称。要将整
改工作纳入中小学开学检查，将是否存
在“非零起点教学”等行为作为重点检
查内容，强化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通知》提出，各地要将校外培训机
构整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逐级签
订整改任务责任书。教育部将建立信息
通报制度，于每月 15日和 30日各通报
一次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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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6日上午，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双桥镇解放村贫困户闵某家来了两名骑摩
托车的男子，围着房子又是拍照又是记录。
两名男子自称是紫阳县土管局扶贫干部，
前来落实旧房改造扶贫政策。但是，贫困户
要先缴纳 5000元前期改造费和 600元税
费，才能拿到这笔 5万元的补助款。由于近
几年国家的扶贫力度大，闵某深有体会，没
多想就交了钱。随后老闵向同村其他贫困
户求证，发现事有蹊跷，立即向村委会求助
并报警。
（央视新闻）
【网友议论】
良心何在？
小赛快跑：已经家徒四壁了，
名厨李大嘴：希望当地政府重视，这种
骗子抓到一定要从严惩处。
云非若兮：丧心病狂！防诈骗宣传工作
要到位，不然对于贫困户真的是雪上加霜。

—人民日报昨日就网络视频市
——
场乱象发表评论称，视频生产者多一
些良心制造、少一些投机取巧，视频网
站平台多一些公正指引、少一些哗众
取宠，让观众回归冷静的思考、放心的
选择，网络视频行业发展才能拥有美
好的前景。

‘

给家里座机打过几次电话，
但是电话已经停机了。

’

—日前有媒体报道，江西宜黄
——
籍武汉大学毕业生黄建国失联 11年，
72岁患病父亲盼望儿子回家。据最新
消息，9月 13日中午，黄建国已乘车从
上海回到宜黄老家，见到了爸妈。黄建
国称，多年来未回家有自己的苦衷。

‘

我再也不能走路了。我想我
要在别的领域去赢得我的第 12
枚金牌了。

’

—今年
—— 6月，德国著名场地自
行车选手克里斯蒂娜·沃格尔在一次
训练中与另一位运动员在赛道中高速
相撞，造成脊椎第七节断裂进而瘫痪，
双腿丧失知觉，这对她来说是近乎毁
灭性的打击，意味着从此告别了运动
员生涯。12日，她受伤后第一次出现在
公众视线中。

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 13日以利率招标
方式，在公开市场开展了 1200亿元逆
回购操作。这是自央行 12日重启逆回
购后连续第二日流动性净投放，两日
累计向金融市场净投放资金 1800亿
元。央行公告称，此举是为了对冲税
期、政府债券发行缴款等因素的影响，
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

2.16

亿吨

（华西都市报、澎湃新闻）

骗子冒充扶贫干部
下乡
“
精准行骗”

好的内容，才是视频产品话
语权的真正底气。

1200

12日，有微博网友爆料称，河南省商水
县谭庄镇大曹小学营养餐造假，仅有半碗素
面条，与墙上规定菜单严重不符。视频显示，
食堂工作人员从一大盆面条中，给排队取餐
的孩子每人抓了一把，不少孩子选择将面条
泡水后才吃下。13日晚，该事件调查处理组
表示，对商水县教体局主管安全的责任人给
予严重警告处分，给予谭庄镇中心校校长尚
华民停职处理，给予中心校营养专干于留珍
撤职处分，免去谭庄镇大曹小学韩基风校长
职务。同时，河南省学生营养办下发通知，要
求确保 4元膳食补助全部吃进学生嘴里。
必须严惩，再穷不能穷教育！
财迷心窍啊，居然
从祖国的花朵嘴里抠钢 。
家有几亩田：处理及时，这次没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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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营养餐变
“
素面”
多名相关责任人被处理

【网友议论】
柒可可可：
日常围观小哥哥：

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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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幼童玩痰盂套脑袋被卡
9 月 8 日晚 8 点 43 分，浙江海宁市公安局海昌派出所接到指令称：某小区有居
民家里两岁的女童被痰盂套住了脑袋，情况危急。 消防官兵用专业工具切割痰盂，经
过 20 多分钟的努力，痰盂终于被切割开，女童脱离了危险。 家长说，这孩子从小就有
个爱好，喜欢把痰盂套在自己头上玩，模仿大人戴头盔的样子。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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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3日从温州公安部门获悉，
温州瓯海区警方近日摧毁了一条网络
非法买卖个人手持证件照黑色产业
链，共抓获 11名犯罪嫌疑人，截获“手
持照”110余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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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降旗
■升降旗时间 明日升旗
明日降旗

■尾号限行

国家粮油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晓辉
12日介绍说，市场对于今年我国的玉
米产量存在分歧，一些人认为同比会下
降，但根据调查，今年我国玉米产量将
同比略增，达到 2.16亿吨。预计今年国
家玉米临储拍卖将达到 8500万吨以
上，创历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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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2、7

美国 CNET科技资讯网报道称，
澳大利亚科学家利用蓝宝石水晶研发
出了世界上最精准的时钟系统之一。
这些科学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时
钟系统的计时精度达到目前民用最高
端计时系统的 1000倍以上，4000万
年内不需要进行任何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