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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利津县北宋镇信访办
举行了一场关于土地分配不均的
信访听证会。“今年，我们共办理
来信来访件 80件，举办信访听证
会 8场，化解老上访户 3人，信访
事项及时受理率达、按期答复率、
对信访部门参评率达、责任单位
参评率、信访部门满意率、对责任
单位满意率均达 100%，开创了信
访工作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北宋镇
综治中心专职副主任刘洪傅说道。

北宋镇以信访工作攻坚年活

动为契机，大力推进“阳光信访”
建设和信访积案的化解工作，不
断完善基层信访工作体制， 全力
畅通群众反映诉求的通道。 科级
干部盯上靠上， 每日进行公开接
访。 村信访调解员每周深入到群
众家中摸排线索、处理纠纷，每月
10 日例会进行集中研判分析矛
盾纠纷。 同时，设立宣传咨询点、
悬挂标语横幅、发放宣传材料，广
泛宣传《信访条例》及信访法规知
识。 （林妍妍）

保健品不得暗示
有疾病治疗功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
布公告，要求保健食品经营者以
电话形式进行保健食品营销和
宣传时，应当真实、合法，不得作
虚假或者误导性宣传；不得明示
或暗示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
或治疗功能。 根据工信部、市场
监管总局等 13部门联合印发的
《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
案》，市场监管总局要求，保健食
品生产经营企业要按照《行动方
案》要求，认真开展电话营销行
为自查自纠。 保健食品经营者以
电话形式进行保健食品营销和
宣传时，应当真实、合法，不得作
虚假或者误导性宣传；不得明示
或暗示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
或治疗功能； 不得利用国家机
关、医疗单位、学术机构、行业组
织的名义，或者以专家、医务人
员和消费者的名义为产品功效作证
明；不得虚构保健食品监制、出品、推
荐单位信息。

心疼女儿揽储任务重
父存进 4亿元公款

2017年 4月，江西省赣州市
纪委收到群众匿名举报，反映赣
州市国土局原党组成员、市土地
收储中心原主任陈炜利用职权，
违规存储公款帮助其女儿陈某
完成揽储任务并从中获利的问
题。 2014年 5月，陈某经考试被
录用为赣州某商业银行开发区
支行职员， 工作中揽储任务重，
多次提出让父亲帮助她揽储。
2015年 11月， 经市财政局审批
同意，市土地收储中心在陈某所
在的开发区支行开设贷款账户。
第二天，陈炜便授意将市城投集
团归还的 3 亿元借款存入该账
户。 2016年 12月 31日，市财政
又向该账户拨入 1亿元。 陈炜轻
松帮女儿完成了揽储任务，陈某
还因超额完成任务，获得该行绩
效奖励共计 158.52万余元，纳税
后实际获得 98.65万余元。 2018
年 6月，赣州市纪委给予陈炜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经省国土资源
厅同意后给予陈炜免职处理。

吃牡蛎吃出珍珠
10天之内，美国纽约两名食

客在餐厅吃牡蛎时吃到珍珠。 29
岁的克丽斯廷·普瓦斯基 12 月
15 日在布鲁克林区一家主打牡
蛎的餐厅就餐，点了牡蛎，结果
发现其中有豌豆大小的硬质异
物。 她事后说：“我的第一感觉
是， 那可能是螺丝钉或其他东
西， 取出来后才发现那是颗珍
珠。 ”普瓦斯基到一家珍珠饰品

店给这颗珍珠估值， 获知它价值
200美元（约合 1380元人民币）。
另外一名幸运者是 66岁的新泽
西州男子里克·安托什，12 月 5
日他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牡蛎店与
高中同学共进午餐， 意外发现一
颗豌豆大小的珍珠。 专家给这颗
珍珠估价 400美元（约合 2760元
人民币）。与普瓦斯基吃到的珍珠
相比，它虽有一个黑斑，但更圆、
光泽更好。 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
牡蛎的专家马修·格雷说，在牡蛎
中吃到天然珍珠的概率大约是万
分之一。

春运购火车票
可用花呗分期免息

春运将至， 许多外来务工人
员买火车票的开支压力可以稍稍
缓解了。 12月 25日， 花呗推出
“春运火车票分期免息计划”，联
合饿了么、菜鸟、网商银行帮助外
卖骑手、快递员、码商等外来务工
群体减轻返乡购票的负担， 当月
不用付钱， 之后几个月再免息分
期付，回家时手头能宽裕些，预计
该计划将让上千万人受益。据悉，
在今年春运开展的活动中，自 12
月 26日起，用户在支付宝端内进
入花呗页面， 即可领取春运火车
票分期免息券， 之后在 12306网
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票价超过
100元的火车票时， 选择花呗分
期付款， 可享受三期分期免息优
惠，最高票价不超过 1000元。

韩国爸爸休陪产假
每月可拿一万五

韩国有关机构近日表示，作
为提高人口出生率措施的一部
分， 将从明年 1月 1日起提高男
性陪产假待遇。依照新规，父亲在
3个月带薪陪产假期间， 每个月
可享受最高 250 万韩元（约合
1.53万元人民币）的待遇。韩国人
口出生率长期低迷。 韩国统计局
数据显示， 韩国女性终生生育子
女平均数从 2008年的 1.19降至
2017年的 1.05。 该机构预计，今
年韩国整体生育率将跌至 1.0以
下，远远低于为保证人口稳定所
需的 2.1。 为鼓励生育，韩国政府
还计划从明年 1月 25日起，凡是
有 6岁以下儿童的家庭，每个孩
子补贴 10 万韩元（613 元人民
币）。 其他鼓励政策也在酝酿中。

妻子儿子母亲先救谁
印尼海啸上演现实选择

在面对生与死的关键时刻，
是先救母亲还是妻子？ 据当地媒
体报道，当地时间 22日晚，居住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沿岸的维穆
利村 46岁的阿霍克刚刚睡下不

久，突然房间内海浪倾泻而入。先
救 70岁老母亲和 1岁儿子，还是
先救妻子？ 阿霍克被迫做出了艰
难的抉择。 他奋力将妻子拉到了
安全地带，二人躲过了这场浩劫，
但阿霍克的母亲和儿子却在海啸
中不幸丧命。

梦想实现
15岁少年登上普京专机

来自俄罗斯巴什科尔托斯坦
共和国的 15岁少年凯普库罗夫
怎么也没有想到， 生着病的他可
以登上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参
观。 凯普库罗夫一直以来的梦想
就是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专机上
参观并拍摄电视报道。 然而被称
为“飞行的克里姆林宫” 的伊尔
-96专机一直非常神秘， 甚少对
外界公开， 为了实现凯普库罗夫
的梦想， 普京亲自下令让他登上
飞机参观并拍摄。据报道，让凯普
库罗夫实现梦想是的普京参与的
一个“与我的梦想同在”项目。 12
月初当普京参观一处俄罗斯志愿
者论坛时做出这个决定， 他要帮
助一些生病的孩子实现自己看似
不可能的梦想， 凯普库罗夫就是
其中之一。

天降烟头烫伤 2岁女童
母亲挨户查找无人承认

12月 21日晚， 在合肥潜山
路新华学府春天小区， 居民金女
士正推着两岁的女儿在楼下散
步，突然一根烟头“从天而降”烫
伤孩子。 25日记者看到，目前女
童右侧脖子处还有一块硬币大小
的烫伤痕迹。金女士表示，第二天
自己就来到 4号楼， 挨家挨户敲
门，希望能找到扔烟头者，但无人
承认，“物业称小区没有监控摄
像头，也无法查到是何人所为”。
物业公司工作人员称，因为小区
没有安装监控，且事发时正是晚
上，物业方面也无法查到扔烟头
者是谁。

谎称油烟机需返厂
诈骗老人获刑

王某以清洗、 维修抽油烟
机、灶台等名义，上门骗取多名
老年人财物共计 1.8万余元。 近
日，顺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

有期徒刑 11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据指控，王某伙同他人
以清洗、 维修抽油烟机为名招揽
顾客，在上门服务过程中，谎称被
害人油烟机、 灶台损坏需要返厂
维修或更换，以提供廉价油烟机、
灶台收取押金或直接销售方式骗
取被害人钱款。 自 2016年 12月
至 2017年 9月，王某以上述方式
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 18980 元。
王某后主动投案，赃款已被挥霍。
在案证据显示， 王某在上门服务
过程中， 会将厂家售后服务热线
贴至抽油烟机或灶台上， 该电话
实为其团伙成员的电话号码，当
被害人联系售后时， 最终还是会
联系至被告人处， 从而导致进一
步被骗。

人际传播
可能造成鼠疫暴发

1900年 8月 3日，苏格兰格
拉斯哥暴发了鼠疫。 当地卫生部
门密切跟踪了疾病的传播， 发现
几乎所有病例都可能与先前染病
者有关。 当局在该地区捕获了数
百只老鼠，但未发现鼠疫流行，调
查人员推测这次疫情是由于人传
染人造成的。 挪威奥斯陆大学马
特马蒂斯克分校研究人员重建了
格拉斯哥疫情的传播树， 并估算
了人际传播速度，结果显示，鼠疫
在家庭中二次传播的比率很高。
该研究成果对鼠疫研究有重要意
义。

科学家首次用声波
同时操纵多件物体

欧洲研究人员近日说， 他们
借助微型扬声器和一种新算法制
造出声场， 首次实现用声波同时
操纵多件物体。 这意味着在不太
遥远的未来， 医生也许能在完全
不接触患者的情况下实施一系列
手术。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与西
班牙纳瓦拉公立大学等机构的研
究人员合作， 利用这种新算法控
制由 256个微型扬声器组成的阵
列， 所产生的声场可通过超声波
“捕获” 并同时移动多件物体，使
它们悬浮于指定位置。 这个系统
能同时控制多达 25个毫米级聚
苯乙烯球在空气中的三维运动。
研究人员认为，“声镊” 技术有望
用来在微米尺度操纵细胞， 把它
们置于 3D打印组件或活体组织
的指定位置。未来，该技术将在医
学等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比
如可缝合身体内部伤口、 把药物
送达目标器官等。

聚餐醉酒者送医后死亡
19名同席人担责 10%
D D 李某在与 19名同事聚餐时，
因饮酒过量被送往医院， 由于没
有及时洗胃， 李某因酒精中毒死
亡。李某家属将 19名同事起诉至
法院， 要求其承担 136万余元的
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陪同李
某前往医院的 11 人负有较轻微
的责任， 应赔偿各项损失共计 7
万余元，原告不服上诉。 近日，三
中院二审审理时认为，19名被告
对李某的大量饮酒行为没有尽到
提醒、劝阻义务，对李某的醉酒后
果存在一定过错，但已及时送医，
对就医过程不应担责， 故二审改
判同饮者承担 10%的赔偿责任。

互联网维修上门服务
开创者“万能小哥”来山东了

山东用户又迎来新一波共享
经济红利—国内领先的蓝领技工
共享平台、 互联网维修上门服务
开创者“万能小哥”28日将正式
来到山东了。 今后，家庭灯具、开
关电路等 10 多个种类 400 余项
设施的维修急修问题全部由“万
能小哥”上门解决。“万能小哥”从
化解维修行业价格不透明、 质量
无保障等“痛点”出发，聚集一大
批完成实名认证且顺利通过技能
考核的维修师傅， 以互联网平台
为纽带撮合交易， 为用户提供资
质齐全、 价格公开的上门维修服
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价格、先行
赔付。 用户可直接关注“万能小
哥” 公众号或小程序， 无需下载
App。 (德鸿)

谁动了她的支付宝??
) D 近日，邹城市一位王女士遇
到一件烦心事，她因和男友分手
后忘记修改自己的支付宝密码，
被前男友以自己的名义在支付
宝“蚂蚁借呗”平台贷款 8 万余
元挥霍。7月 6日，王女士突然收
到了一条支付宝转账短信，而自
己并没有操作支付宝，并当即联
系了支付宝的客服。 王女士报警
后经公安机关调查得知，在她支
付宝中操作转账的正是自己的
前男友姜某。 经邹城市检察院审
查，姜某在前女友王女士不知情
的情况下，利用王女士的支付宝
“蚂蚁借呗” 贷款转账共计 8 万
余元，并将这些钱转到曾经王女
士为其办理的银行卡中。 成功转
账后，姜某将所得钱财用于偿还
信用卡、购买网络彩票。 检察官
提醒：当下支付宝、微信交易平
台被广泛使用，网络支付带给我
们便利的同时，也夹杂着一定的
风险。这些账户都绑定了用户的
银行卡和手机号，在使用这些网
上支付工具时一定要加强警惕，
保管好自己的账户和密码，及时
更换支付密码，防止心怀不轨的坏
人有可乘之机。(通讯员 孔君))元旦将至，岁寒情深。 近日，

中铁十局城轨公司广州地铁 13
号线项目党支部、工会、团支部联
合组织，开展“致员工家属一封
信”活动，关爱基层员工。

由于工程建设工作的特殊
性，项目部员工大都身在异乡，远
离家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
与家人的沟通显得尤为重要。 为

更好的开展此次活动， 项目部工
会精心组织、 设计定做了漂亮的
贺卡，并准备了暖心的小礼物，以
写书信的形式传达项目部对一线
家人的真诚祝福。 并把员工的工
作、生活、学习情况纳入信中，让员工
家属了解员工在项目部的工作情况，
得到了广大职工及家属的积极参与
和广泛好评。 （李世立）

一封书信 一份关爱
———中铁十局城轨公司开展“致员工家属一封信”活动

北宋镇创新信访工作机制
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