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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
李宗伟

我国将禁止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战胜癌症 不退役

经国务院同意，工信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低速
电动车管理的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
展低速电动车清理整顿工作，计划持续
加强低速电动车规范管理的同时，严禁
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
据了解，低速电动车主要指行驶速
度低、续驶里程短，电池、电机等关键部件
技术水平较低，用于载客或载货的三轮、
四轮电动机动车，包括老年代步车等。
近年来，我国低速电动车生产和
市场规模无序扩张，生产企业数量已
超过百家，产销规模超百万辆。据相

马来西亚著名羽毛球选手李宗伟昨天
下午在吉隆坡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
已经战胜了癌症，并已开始恢复训练，自己
不会退役，“现在已经恢复训练两周，目标
是获得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说自己
热爱这项运动，他还要继续奋斗下去。
李宗伟回忆，今年 6月参加印尼羽毛
球公开赛之后他发现身体不适，经检查被
确诊为鼻咽癌。李宗伟说，自己当时哭了一
个星期。幸运的是，李宗伟患的是鼻咽癌早
期，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可以帮助他康复。
（中国青年报）

众议
杭州规定遛狗时间
不拴狗绳或将没收狗

关部门 2017年统计，近五年我国发生
低速电动车交通事故 83万起，造成
1.8万人死亡、18.6万人受伤，由低速
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逐
年增长。
通知明确将开展三方面工作：一是
分阶段开展低速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
清理整顿工作，依法采取综合措施清理
不达标生产企业和产品；二是停止制定
发布鼓励低速电动车发展相关政策，严
禁新增低速电动车产能；三是通过置
换、回购、鼓励报废等方式加速淘汰违
规低速电动车在用产品，建立长效监管
（新华社）
机制。

热词
政审

重庆教育考试院回应高考
“
政审”

昨天上午，一条来自《重庆日报》关
于重庆高考报名的消息很快刷屏，该篇
文章称，“2019年普通高考 11月 7日
开始报名，政审不合格者不能参加”，
“具体政审不合格的指标为有以下情形
之一者：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道德品质
恶劣；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此外，报考军
警、公安以及有特殊要求的院校，公安
部门和院校会对考生进行再政审”。“政
审”一词挑动公众神经，引发广泛争议。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时间联系到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办公室主任罗胜奇。
罗胜奇说，“关于政审是媒体记者写错

了。我们叫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现
的审核。记者把这个理解错了，就出了
一个‘政审’。重庆市严格按照教育部的
精神，文件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改变。只
是记者的片面误读，往年一直都是按照
教育部的文件来的。一个字都没变。”
罗胜奇声称，往年，重庆市也都会
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现实表
现的审核。至于往年是否有考生因为这
一项不合格而不允许参加高考，他回应
说，
“因为我不是业务组织的。应该是没
有，具体我还没办法准确告诉你。”
（中国新闻周刊）

“双十一”物流高峰要来了，很多人又
想起了他——
—34岁的延边大学历史系博士
生谭超，送了 8年快递，备受质疑。有老师
指责他浪费资源，“抢低学历人群的饭碗，
脑子是不是有病”。谭超不认同这种说
法，他说：“ 这是通过学历把人分成三六
九等。我讨厌的是他那种鄙夷的神情，他
那种根深蒂固的阶级分化的神情。不管
一个人是做学术也好，去送快递也好，去
说相声也好，只要他能推动生产力发展
就是一个好博士”。
（中国青年报）
【网友议论】
畅叙茶园木易：真正的智者，不会被物
质所累，更不会被言语所伤。行业没有高低
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better 蛮：都是为了生活，人家没做伤
天害理的事情，有自己的正当职业，说什么
风凉话。
UGG 潮牌：快递业不容小觑，
大哥有经
济头脑。

声音

‘

评价政策好不好，就看企业家
脸上笑不笑、笑得灿不灿烂，如果
笑得很灿烂，说明政策很好；笑得
不怎么样，那说明政策一般；没笑
脸，那说明这个政策就没有用。

’

—日前，
——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主
持召开全省民营企业座谈会。刘家义在
会上如是说。

‘

5年内，中国绝对有机会成
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者，至少
将是在某些领域。

’

—在莫斯科召开的题为
——
“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对国际和社会的影响”大
会上，人工智能领域专家伊戈尔·皮沃
瓦洛夫表示，鉴于中国科学论文的大量
发表和移动设备市场的发展，中国 5年
内或将称霸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

‘

它们现在生活很好，跟野
生猴在一起生活。

’

—还记得去年年底在中国诞生
——
的世界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
华”吗？马上就要满一岁的它们近况如
何？最了解它们的科学家中科院院士、
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日前透露，
克隆猴目前很快乐，今年年底前还将有
相关重要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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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杭州一男性狗主打人的事件
引起了很多人对文明养狗的关注。从今年 11
月 15日至 12月底之前，杭州市将启动全市
范围内的“文明养犬”集中整治行动，整治主
要针对不按规定时间遛狗、遛狗不拴狗绳、随
地大小便、无证养犬等。根据规定，杭州市区
内的遛狗时间为每天晚上 7点至第二天早上
7点。遛狗时必须系上狗链，并由成年人牵领。
被查实没有办理《养犬许可证》的，将没收或
者捕杀犬只，并对犬主人处以 3000元至
5000元的罚款。
（钱江晚报）
【网友议论】
杨振 ilaman：文明养狗，
才是爱狗。
鱼鱼鱼鱼有条鱼：其实只要文明遛狗，
哪
个时间段都可以。
重型飞虫：狗链的长度也应该规定，
有些
狗链能放四五米长，不合格。
历史系博士送快递
被指责浪费资源

北京晨报

主编/张磊 美编/王晨 校对/佟智新

只

8日上午，大熊猫保护与繁育国际
大会暨 2018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
年会在成都开幕。会上透露，截至今年
11月，我国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再创
新高，全球圈养数量达到 548只。今年
共繁殖大熊猫 36胎 48只，存活 45
只，幼仔存活率达到 93.75%。

7161

户

吉林丰满水电站原大坝开始拆除
记者从丰满大坝重建工程建设局了解到， 位于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上游的丰
满水电站原大坝已于近期开始拆除， 这标志着丰满水电站原大坝结束了长达近
80 年的历史使命。 拆除工程计划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完成，旧坝体不会全部拆
除，将保留一部分作为历史遗迹。 图中左侧为丰满水电站原大坝，右侧为正在建设
的新大坝。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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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新月异，绝大多数人在不
断升级换代自家的电子产品。英国一
项最新调查却显示，尽管 1967年英国
就出现了彩电，目前英国仍有 7161户
居民看黑白电视。在英国，只有每年缴
纳一定费用后，才能合法收看电视节
目，彩色电视的收费比黑白电视高。

400

元/年

记者从河北省财政厅获悉，为提高
幼儿园经费保障水平，河北省近期确
定公办幼儿园生均每年 400元公用经
费财政拨款标准，自 2019年春季学期
起开始执行，并将建立增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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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1、6

伤

11月 7日下午 3时许，位于河北
省新乐市的河北金万泰化肥有限责任
公司造气车间尾气燃烧炉发生爆炸。
事故已造成 6人死亡、2人重伤、5人
轻伤。事故发生后，当地党委、政府有
关部门及企业迅速开展营救。目前，事
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