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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石遗体19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
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
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十四
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原书记，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乔石同志的遗
体，将于19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乔石同志，19日，首都天安
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所在地，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
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
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新华

中国占25%以上表决权
获亚投行事实上的否决权

《日本经济新闻》6月17日报道称，
获悉了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立协议最
终内容。在1000亿美元资本金中，中国
出资额达到297亿美元，占近30%。此
外，中国拥有的决定组织运营的表决
权也超过25%，在增资等重要事项上
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亚投行将成为
中国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国际机构。

综合

公安部要求民警依法用枪
加强处暴实战演练

6月17日，公安部召开部署全国公
安机关深入推进2015年缉枪治爆专项
行动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公安民警在处
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依法使用枪支。
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处置涉
枪涉爆等严重暴力犯罪、个人极端暴力
犯罪的技战术实战演练和实战技能培
训，配足配齐必要的防护装备。 新华

高校学费标准立新规
不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联合印发《关于2015年规范教育收
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
(简称《意见》)，明确高校学费标准不
得高于生均培养成本25%，强调要切
实解决补课乱收费、择校乱收费、违规
招生转学、收受礼品礼金等突出问题。

人民日报

中国有了国际黄金定价权
全世界只有八个席位

当地时间6月16日，伦敦金银市场
协会(LB M A)在一封电邮声明中表
示，洲际交易所(ICE)名下的洲际交
易所基准管理机构已批准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参与LBMA黄金定
价。中国银行由此成为首家参与黄金
定价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加入后，直
接参与LBMA黄金定价的机构达到了
八家。 澎湃

天津一洗浴会馆楼板塌落
已致6人死亡

16日午夜，天津市卫津南路盛世
丽水洗浴会馆一楼休息厅一块楼板塌
落，现场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送到医
院进行救治，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伤者中2人留院观察，4人住院治疗。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综合

一男子西安火车站砸旅客
被开枪击毙

陕西西安铁路公安局官方微博消
息，6月17日6时许，一男子持水泥砖
块，在西安火车站售票厅冲砸正在购
票的旅客，执勤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制
止，在连续警告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将
其击伤，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目前，西安火车站已恢复正常秩
序。 综合

香港一载客巴士失控
撞进警署停车场

6月17日7时许，两辆红顶小巴沿
快线往兴义路行驶，驶至葵涌警署对
开葵富路时，前车交通状况收慢车速，
但后车疑跟车太贴，恐收掣不及撞向
前车。38岁姓傅小巴司机握住方向盘
闪避，但车头仍撞上前车的车尾，继而
铲上行人路，撞毁路边栏杆，直冲入警
署停车场入口，撞毁护栏后才停下。

小巴上多名乘客受惊大叫，其中
一名57岁女乘客颈及脚部受伤，清醒
送院。肇事小巴司机没有受伤，在场协
助调查。 中新

上海一居民楼深夜起火
男子逐户叫醒全楼居民

16日凌晨1点45分许，上海闵行诸
新三村14号楼突发火情，浓烟迅速吞
噬了整幢楼房。危急时刻，住在该楼
501室的25岁小伙小王，冒着危险，上
上下下跑了80多级楼梯，挨家挨户敲
响邻居的房门。消防赶到现场后，大火
被扑灭。由于做好了安防准备，邻居们
均安然无恙，但小王却被严重灼伤。

新闻晨报

全国政协常委会议闭幕
颜世元委员资格被撤销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17日下午在京闭
幕，会议通过关于免去韩志然政协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撤销其
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政协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第三十次主席会议作出的
关于撤销颜世元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此前，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已发布公告称，枣庄市人大常
委会依法罢免了颜世元的省十二届人
大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
颜世元的代表资格终止。 新华

不缴20万元环保罚单
79天后罚金涨79倍

今年1月6日，咸阳市环保局依据
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对辖区
内一家污染严重的煤化能源企业开出
了20万元的行政处罚罚单。可这家总
投资达54亿元、历时7年建成的陕西省
煤化能源有限公司，并不缴纳罚款，也
不执行环保局“停产整治”的决定。从1
月8日到3月27日，历时79天，这20万元
的罚单“滚雪球一样”，变成1580万元
的“天价罚单”。

直至6月11日，咸阳市政府约谈企
业负责人后，企业才表示立即全面停
产，接受处罚。 中青

韩国现中东呼吸综合征
40岁年龄段死亡病例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16日通报，
当天韩国新增4例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确诊患者，新增3例死亡病
例。新增死亡病例中首次出现的40
岁年龄段患者，为现年49岁的第38
例患者，同时也是死亡病例中最年
轻的患者。该患者此前患有肝硬化
和糖尿病。 新华

俄罗斯核武库将扩容
增40枚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总统普京16日说，俄罗
斯核武库今年将增加40枚洲际弹道
导弹，这些导弹能穿透眼下最为先
进的反导防御系统。普京没有详细
说明这40枚弹道导弹的详情。洲际
弹道导弹最小射程为5500公里，普
京先前多次强调，有必要维持俄罗
斯的核威慑能力。

美国《纽约时报》13日曾披露，
美国打算在位于波罗的海和东欧的
北约成员国预先存放坦克、装甲车
等重型装备，可供总计5000名美军
作战使用。 新华

哈萨克斯坦发生严重车祸
至少13人死亡

哈萨克斯坦南部一公路16日发
生小公共汽车与卡车相撞事故，造
成至少13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6
日12时左右，一辆小公共汽车在哈
萨克斯坦南部的希姆肯特市郊公路
上与一辆卡车相撞，当场造成9人死
亡，另有10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有4人因伤势严重在医院不治身亡，
仍有6人在医院抢救，其中包括伤势
严重的3名儿童。 新华

德国评出年度最美玫瑰
为茶花玫瑰花杂交品种

6月16日，在德国巴登-巴登展
出年度最美玫瑰。这朵玫瑰由法国
人米歇尔·亚当种植，呈乳白色，带
有杏色色调，是一株茶花与玫瑰花
的杂交品种，在国际玫瑰大赛中胜
出。 新华

美国房地产大亨特朗普
宣布参加美国总统选举

6月16日，美国房地产大亨唐纳
德·特朗普在纽约发表演讲。

美国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
普当日在纽约宣布寻求共和党提
名，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

新华

美国一报废卫星坠落

着陆位置目前无法确定

美国航天局16日说，美国和日
本合作研制的一颗约2 . 6吨重报废
卫星当天坠入地球大气层，估计部
分未在大气层中燃尽的残骸已落
到地球表面。

美航天局当天发表的声明说，
这颗代号为TRMM的热带降雨观
测卫星沿东南方向坠入南印度洋
上空的大气层。约占自身总重96%
的该卫星各部件会在大气层中燃
烧殆尽，剩余部分估计将分成至少
12块残骸落到地球表面，但着陆的
具体位置目前无法确定。 新华

杭州现“超级群租房”
隔成160个房间住300多人

近日，浙江杭州一所“超级群租
房”被有关部门查封清空。

这片庞大的群租房位于杭州城
南，原是一个仓库，被当地村民承包
后，改造成了上下两层、六排单元、160
个房间。据了解，鼎盛时期，这一个仓
库内塞进了多达300名的租客。

新华

瑞士人均百万富翁最多
中国增量世界第一

法新社15日报道称，根据美国波
士顿咨询集团(BCG)最新公布的全球
财富报告，2014年全球百万富翁数量
达到1700万个(2013年为1500万)，控
制164万亿美元个人财富，占全球私人
财富总量的41%，较2013年上涨1%。
报告预测，至2019年百万富翁有望控
制全球财富的46%。

中国在百万富翁总人数上排名第
二，从2013年的240万人增至361万人，
新增富翁总数占全球新增富翁数量一
半以上，富翁增长数量居世界第一。瑞
士则是“人均百万富翁”排行榜第一
名，13 . 5%的人口是百万富翁。 综合

云南曲靖一银行工作人员
诈骗8000余万元被逮捕

云南曲靖市某商业银行工作人员
王某疯狂设计骗局，从亲戚到朋友，从
熟识的到不熟识的，4年时间骗得8000
余万元。日前，他因涉嫌合同诈骗罪，
被曲靖市麒麟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据检察机关介绍，王某的诈骗方
式花样百出。直到今年年初，受害人陈
某到公安机关报案才使案件浮出水
面。王某以政府招商引资项目为诱饵，
同时以购买商铺、矿产设备、投资建厂
等方式共骗取7名受害人现金8000余
万元。 新华

男子与15名女大学生网恋
其中两人住同宿舍

1米7出头，有些发福的40岁男子
田福生和“高帅富”并不沾边，但他利
用网络社交平台，通过虚构高学历和
奢侈品公司CEO的身份，在2010年至
2014年的4年时间里，与中央财经大
学、河北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高
校的15名女大学生确定了恋爱关系，
其中两名女生还住同一宿舍。通过种
种借口，田福生诈骗了8名“女朋友”的
35万元资金。目前，田福生已被检察院
提起公诉。 北京晚报

郑州大学生公交上被拍肩
随后身体异常高烧不退

近日，一位郑州的大学生在乘坐
公交车后，突发高烧且肺炎复发。调取
该名学生当时所乘公交车上的监控时
发现，有一名中年女子坐在男生后面的
座位上，趁男生不备在其左肩上快速

“拍”了一下。男生当时感觉到了，但很
轻微，所以并没在意。但后来同学说他
左肩的衣服上有针眼，针眼处有血迹。

下车回到学校后，男生便突发高
烧且肺炎复发。目前该男生已就医，但
身体异常与被“拍”是否有关尚不得而
知。 综合

墨脱徒步旅游线路开放
为保安全冬春季节关闭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获悉，由
于天气转暖，积雪基本消融，加之游客
渐多，墨脱县旅游部门开放该县派镇至
背崩的徒步路段，每人票价160元。

据介绍，派镇至背崩徒步线路全长
约90公里，风光旖旎，安全系数较高，同
时具有一定挑战性。每年11月进入连续
降雪的冬季后，徒步线路都会被积雪覆
盖。为了游客的安全，当地旅游部门都
会在冬春季节将徒步路段关闭。 新华

湖南一副县长辞官创业
回乡种猕猴桃

1981年出生于湖南慈利县东岳观
镇跑马村的刘涛，毕业于北京大学，曾
先后在乡镇共青团张家界市委、团省
委、省委统战部工作，三十出头就被任
命为临澧县副县长。出人意料的是，正
当春风得意时，他却辞去副县长职务，
回乡创业。

刘涛计划带领乡亲们一起种植高
品质水果，继而发展乡村旅游。受刘涛
感染，一位高薪的学长还有一位同乡
的干部，也准备辞去现职，跟着他一起
创业。 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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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A卫星图显示
地下蓄水层面临枯竭危机

据《华盛顿邮报》6月1 6日报
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最
新发布的卫星图显示，世界上37片最
大的地下蓄水层中，已经有21片(绝
大部分位于印度、中国、美国和法
国)低于可持续发展线，其中13片地
下蓄水层已经低于水量储备的警戒
线。 澎湃

世卫称MERS尚不构成
国际关注突发卫生事件

6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当日
发表声明称，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尚未达到构成国际关注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条件。目
前，世卫组织针对韩国疫情并未
建议实施任何旅行或贸易禁令。

新华

无腿老人做快递员
每日膝行送七八十件包裹

今年60多岁的宣城市绩溪县扬溪
镇人章日辉双腿残疾，膝盖以下的小
腿都没有了，但他却从未丧失生活的
信心，已经承包了扬溪镇的整个快递
业务，自己每天也送七八十件包裹。

他每天开着电动三轮车，将快递
包裹送到每个村子，坚持将快递送上
门。因为腿脚不便，他用轮胎的橡胶包
裹住自己的膝盖，用膝盖行走。

京华时报

上海暴雨启动“看海模式”
重型卡车压住“浮桥”

6月16日晚至6月17日早上，上海
遭暴雨袭击。连夜暴雨使上海近百条
马路积水达膝盖，公交车出行困难，大
批小车抛锚，众多老房渗漏，不少路段
拥堵处瘫痪，上班族经受重大考验。

受潮汛和暴雨的合力影响，上海
虹口区苏州河上的通州路桥出现险
情。由于水位过高，桥面开始浮起，随
时可能发生危险，为此，虹口区区政府
紧急调来两辆10吨的卡车将桥压住。

网友爆料称，现共有4辆十吨的卡
车在现场压桥。 东方

国民党中常会一致同意
核备提名洪秀柱为候选人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国民党“总
统”初选唯一参选人洪秀柱通过30%
民调门槛，国民党中常会17日下午通
过同意核备提名洪秀柱为国民党2016
年“总统”候选人。

中常会通过同意核备后，将在7月
19日党代会通过提名洪秀柱为国民党
2016年候选人。 新华

六家央企巡视清单公布
暴露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7日公布了
中央巡视组向中核集团、中国核建、东
方电气、中国电科、中国电子、通用技
术集团反馈的专项巡视情况。“巡视清
单”暴露出6家央企不同程度存在国有
资产流失风险。

经中央批准，从今年3月开始，中
央巡视组对包括上述单位在内的26家
央企进行了专项巡视。 新华

政改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香港市民集会撑普选

6月17日，香港特区政府将2017年
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当日，大批市民前往立法会大楼
集会，支持政改方案获得通过。不过，
也有部分持反对意见的市民前往现
场。为了避免集会现场发生冲突，香港
警方摆出了铁栅栏隔开支持和反对的
两方人士。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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