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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元
举报警察涉违法违纪

滴滴将试行“黑名单”功能
据“滴滴出行”微信公号昨日消息， 障的基础上增加“黑名单”功能之外，已
即将于 10月 18日更新的滴滴乘客端 有的一键报警、紧急联系人和未成年人
和司机端 APP将试行“黑名单”功能， 乘车提醒等安全功能也将继续优化。
滴滴表示，为了满足公众安全便捷
届时乘客和司机可在取消订单、投诉、
评价页面选择将对方加入黑名单，“屏 的出行需求，滴滴将持续打磨安全产品
蔽”后的 12个月内平台不再为双方匹 功能并倡导文明安全出行，进一步保障
司乘双方的合法权益，也恳请大家在行
配订单。
试行期间，加入“黑名单”后暂时不 程中相互尊重包容、平安文明出行。
可取消。除了在现有评价体系和安全保
（澎湃新闻）

众议

支付宝

多地出现苹果 ID 盗刷

近日，全国各地的不少苹果用户的
Apple ID被盗，导致绑定的支付平台
被扣款，损失最高达 10万元。付费项目
多为游戏及苹果账号充值或者用户曾
使用过免密支付或自动扣款的订阅服
务。盗刷者极有可能是利用了手机绑定
的支付平台免密支付漏洞。
10月 10日，支付宝微博官方发布
《关于苹果手机的安全提示》，称确实监
测到部分苹果用户 ID被盗并由此带来
资金损失。

支付宝表示，已多次联系苹果公司
尽快定位被盗原因。苹果公司回复已经
在积极解决。
支付宝提醒用户，在苹果公司没
有完全解决上述问题之前，无论
Apple ID绑定了哪种支付方式（包括
支付宝、微信支付或信用卡）都可能出
现资金损失风险。用户在确保方便的
前提下，可以选择调低苹果支付的免
密支付额度以最大限度保护支付宝账
户的资金安全。 （晨报综合报道）

读图

范冰冰致歉信
被挑出 10 多处语病

国庆期间，范冰冰“阴阳合同”案
—她被责令按期缴纳税
有了结果——
款、滞纳金、罚款 8亿余元，还在微博
上就此事发布了致歉信。没想到节后
这封致歉信又火了，被杭州一位高中
语文老师当作改错例题带进课堂。来
自杭州二中的邱老师说，正好在给高
三学生复习基础知识，对标点、语病等
比较敏感，一眼就看出信中 10多处错
误。所以，临时决定把这封信作为一道
改错题带到课堂中，让学生们来挑挑
骨头。邱老师也想借此事告诉学生们，
学好语文很重要。

近日，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多个出
入口均开始试运行门禁系统。此事引
起热议：有人认为大学是社会资源，
应该开放；有在校学生认为，此举对
校内学生是一种保障。校方表示，此
举是为了保障校园安全，目前门禁管
理还是分时段管理，且外来人员仍可
通过正常登记参观校园。 （中新网）
【网友议论】
为什么：没毛病，有些学校游客太
多，已经影响正常教学秩序了。
JacobW：无奈之举，学校里每天
遛狗遛娃的，一点学校的样子都没有。
忘了爱：大学本理应是开放的，我
在上海经常跑各个大学，没见过大门
安门禁的。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
10日在发表施政报告时表示，她和特
区政府对任何鼓吹“港独”，危害国家
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行为绝不容
忍，会无畏无惧地依法应对，以维护国
家和香港的利益。

‘

’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
——
斯 9日在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
美中关系举办的对话活动时表示，美
国与中国应致力于消除彼此竞争中的
有害因素，实现双方竞争良性化。美中
可以实现共赢，但需要对等互惠。

‘

我们和女儿曾经商量过，有
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捐款回馈
社会。

’

—近日，
—— 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华中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崔■
又拿出 180万元，注入他和夫人设立
的“勤奋励志助学金”，帮助品学兼优
贫困学子。2013年崔老曾捐出 420万
元积蓄设助学金。对助学非常大方的
崔■夫妇生活上却一直很节俭，一件
衬衣可以穿 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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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
作会议暨全国法院审判管理工作座谈
会在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会议要求，要
坚决如期打赢“基本解决执行难”这场
硬仗，依法突出执行工作强制性，提高
财产处置效率，确保有财产可供执行
案件法定期限内实际执结率达到
90%。 （北京晨报记者 曹雁南）

40

（钱江晚报）

南大启用门禁惹争议
校方称保障校园安全

‘

90

【网友议论】
西门吹牛：

这种方式对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有帮助，同时也是一次很好的
普法教育。为这位老师点赞。
尛垚柒： 论学好语文的重要性，尤
其是公众人物。
笔墨星魂：这简直是比交罚款还要
扎心的操作。

声音
要让“一国两制”行稳致
远，特区的管治必须坚守“一
国”原则，并正确处理中央和特
区的关系。

自由和公开的国际贸易会
使国际经济更好，加征关税不符
合任何一方利益。

热词
据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消息，
近日，有新浪微博账号“@小崔读书
汇”发帖举报上海公安民警涉嫌违法
违纪。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已成立
调查小组并多次联系博主崔永元先
生，但尚未得到其回应。
警方表示，将继续联系崔永元先
生，希望其也能主动联系警方并支持
配合，相关举报问题一旦查证属实，将
坚决依法依规处理。（晨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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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上的
“
清洁工”
10 月 10 日， 鄂西高速养护部门工作人员对四渡河特大桥的主钢索进行清洗
维护。 国庆长假后，湖北鄂西高速养护部门抓紧晴好天气对四渡河特大桥的主钢索
进行清洗维护。 四渡河特大桥地处湖北宜昌与恩施交界处，横跨高山深谷，塔顶至
（新华社）
峡谷谷底高差达 650 米，桥面距谷底 560 米，相当于 200 层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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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张

一份由英国约克大学科学家进行
的研究表明，从家人、朋友到地铁里的
陌生人，或是新闻中的公众人物，每个
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识别的面孔数量可
能比你想象的要更加惊人——
—平均下
来每个人能识别大约 5000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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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
重要项目顺利落地：上海首家外资综
合国际医院——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宣
布通过测试，率先成为上海首批高水平
社会办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在医院
测试期首周内，部分重症如肿瘤患者最
高可用医保结算 40%就医费用。

明日 1、6

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日前呼吁
民众及时接种流感疫苗。2017年冬
天，德国总计有约 900万人次流感就
诊量，该中心认为流感的危害被低估。
该中心主任海德龙·泰斯说，流感不是
普通感冒，而是非常严重的疾病，会引
起心肌和肺部感染，特别严重的病例
还可能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