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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首晟

明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出炉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去世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关于 2019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
各部委、各直属机构：经国务院批准，现
将 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假调休日期
的具体安排通知如下。
一、元旦：2018年 12月 30日至
2019年 1月 1日放假调休，共 3天。
2018年 12月 29日（星期六）上班。二、
春节：2月 4日至 10日放假调休，共 7
天。2月 2日（星期六）、2月 3日（星期

日）上班。三、清明节：4月 5日放假，与
周末连休。四、劳动节：5月 1日放假。
五、端午节：6月 7日放假，与周末连休。
六、中秋节：9月 13日放假，与周末连
休。七、国庆节：10月 1日至 7日放假
调休，共 7天。9月 29日（星期日）、10
月 12日（星期六）上班。
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
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遇
有重大突发事件，要按规定及时报告并
妥善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祥和平安度过
节日假期。
（新华社）

热词
著名华裔物理学家张首晟，于美国当地
时间 12月 1日去世，享年 55岁。张首晟家
属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张首晟去世前曾和抑
郁症作斗争。
张首晟是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电子工程
系和应用物理系终身教授，一直在拓扑绝缘
体、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自旋电子学、高温超
导等领域做研究，他领导的研究团队于
2006年提出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被《科学》
评为 2007年“全球十大重要科学突破”之
一，他还被杨振宁认为是下一个华人诺贝
尔奖获得者。所获物理界重量级奖项包括
欧洲物理奖、美国物理学会巴克莱奖、国际
理论物理学中心狄拉克奖、尤里基础物理
（晨报综合报道）
学奖等。

众议

阳澄湖大闸蟹 冒牌货及相关电商遭严查

近日，央视曝光“过水蟹”假冒阳澄
湖大闸蟹在网上销售后，市场监管总局
立即要求江苏省市场监管部门针对媒
体反映问题组织开展执法检查，依法严
厉查处假冒阳澄湖大闸蟹地理标志、欺
诈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首先，严厉查处涉事商户，对报道
中提及的“鑫东湖”、“品上品”、“小唐蟹
业”及“水司令”4家商户进行现场执法
检查，对“鑫东湖蟹业”、“品上品蟹业”
两家单位进行立案查处，并对相关电商
平台共 296家网店涉嫌售假行为进行
了固定取证。
其次，全面检查销售市场，对全市
水产交易、农贸市场大闸蟹相关经营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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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拉网式检查，拆除违规使用“阳澄
湖大闸蟹”广告牌 45处，没收涉嫌违规
使用“阳澄湖大闸蟹”包装盒 2060余
只、假冒防伪蟹扣 5万只，查获“过水
蟹”311箱（3110只），发出责令改正通
知书 98份。
再次，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保护办、
市工商局、市质监局联合约谈电商平台
企业和行业协会，要求阿里、京东、苏宁、
拼多多等四家电商平台企业严把查验审
核关，严格网店开设审查，保证信息的真
实性，对被曝光的店铺全店商品进行下
架处理，要求苏州市阳澄湖大闸蟹行业
协会自律自查，对协会成员单位开展检
查督察。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声音

‘

猴戏不姓章，属于中国、属于
世界，希望猴戏艺术百花齐放。

’

—近日，
—— 网传吴承恩故居挂满六
小龄童照片，引发热议。六小龄童（章金
莱）在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专访时称，希
望能消除不必要的舆论误解。对于有网
友称其为“西霸”，六小龄童解释称，从来
没有说过自己演的孙悟空是正宗的。

‘

这样一件事情成为新闻事
件，让大家关切，真是不好意
思，跟大家说声抱歉。

’

—近日，
—— 有媒体爆料称，艺人林
志颖近日从香港搭飞机回台湾，被同机
乘客投诉，已经要关舱门了，他突然要
求要拿回行李，搞得全机所有人的行程
都被延误。对此，林志颖回应称，自己确
实登机后发现遗落了重要物品，让助理
下飞机拿，但未影响该航班起落。

‘

我们希望有机会像世界
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们一样打
雪仗。

’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塞弗伦斯
——
镇建于上世纪 20年代，当时立法规
定，禁止投掷石块或其他投掷物，包括
雪球。日前，9岁男孩贝斯特在镇议会
上发表了一场振奋人心的演讲，呼吁解
除打雪仗禁令。最终，镇议会以全体一
致的投票结果同意废除该禁令。

读图

数字

摩拜联合城管
整治
“
小广告”

近日，摩拜单车联合城管、公安、行业协
会全面开展单车小广告清除工作。为协助城
管部门更精准高效地治理乱贴小广告的不
当行为，摩拜单车 APP上线了违规举报功
能，采集了数百个粘贴在车身上的非法小广
告号码，移交城管部门查处，并交由相关部
门做停机处理。
（中新网）
【网友议论】
周杰伦奶茶店：
原谅我范荡不羁的笑容：

可以的，这招不错。
有个担忧，会不会
存在恶搞或者报复别人，贴别人号码的行为呢？
大东台小人物：一定要查实了才能停机，
不
能误伤。而且光停机还远远不够，一定要将这些
人绳之以法。
宁夏鼓励研发仿制药
每个品种奖补 200 万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
的实施意见》提出，宁夏鼓励研发生产仿制
药品，加快推进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对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每个品种奖补 200万元。
据了解，仿制药是与被仿制药具有相同的活
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替代
药品，具有降低医疗支出、提高药品可及性
等重要作用。
（新华社）
【网友议论】
xHEt5：不要望文生义，这里的仿制药
是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
阿良： 同一种药，为何国外的药就比国
内厂家生产的效果好呢？这就涉及到了一致
性评价，希望可以严格落实。
GN：早就该鼓励，这才是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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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米高粱
引众人祭拜

消费维权新媒体联盟发布的一项
消费数据报告显示，消费者对于保健
品的认知，包括保健品对健康的影响
或对产品功能的了解等，这些信息的
获取渠道 81.93%来自微信。

日前， 山东菏泽市定陶区仿山
镇（西）孙庄村惊现一株长约 5.7 米
的高粱，被当地村民奉为“神高粱”，
引发众人前来拜祭。据了解，这株高
粱是当地一名村民在今年农历二月
份种下的，一直长得比较粗壮。小麦
播种的时候，高粱还没有成熟，由于
高粱长在路边不妨碍播种， 就没有
移除。 10 个月下来，高粱竟一直长
到了 5.7 米。大概半个月前，开始有
人来此烧香祈福， 后来被人发布到
网上，引来周边众多村民纷纷前来，
场面一度十分“壮观”。 由于涉嫌“封
建迷信”，目前这株高粱已被当地警
方拔除。
（齐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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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1日起，广西将正式实施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首批离
境退税试点范围为南宁市、桂林市和
防城港市三个设区市，退税商店有
33家，商品种类包含服装、鞋帽、化
妆品、首饰、钟表、电器、文具、体育用
品等 21个大类。根据规定，退税物品
的退税率为 11%。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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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号限行

昨天，佳士得拍卖行的一位女发
言人说，爱因斯坦在 1954年写的一
封信以 240万美元（约合 1651万元
人民币）的高价被拍卖。在这封信中，
爱因斯坦称“上帝”这个词是“人类弱
点的产物”，同时他还在信中仔细思
考了自己的犹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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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家意大利、荷兰、德国、比
利时和南美国家苏里南 5日采取跨
国联合行动，抓捕近 90名黑手党嫌
疑人。行动针对意大利最大的黑手党
之一“光荣会”，“ 光荣会”在意大利南
部卡拉布里亚创建，黑帮势力逐渐延
伸到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