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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

大陆游客到非洲避暑
非媒惊呼“天上掉下来的蛋糕”
参考消息网消息 台媒称，大陆天气高
温热到爆，许多网友戏称“干脆到非洲去避
暑”。这不是开玩笑，因为南北半球季节相
反，目前非洲正好是一年中最凉爽的季节，
肯尼亚、南非和毛里求斯都成了陆客最爱
的
“避暑胜地”
，人潮是去年同期的 3 倍。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 8 月 9 日报道，依据
大陆旅游网站驴妈妈本月 7 日提供的资料
显示，非洲已成为今年陆客出境游最爱的
“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在非洲，最受欢
迎的依次是毛里求斯、肯尼亚、摩洛哥、南
非和突尼斯，旅游价格和去年差不多，多集
中在 1 到 2 万元人民币之间，出游天数多在
8 天以上，本月中上旬将是暑期出游最高
峰，上海、成都、北京、广州、深圳、昆明、西
安、南京、武汉、无锡是赴非游十大热门客
源地。
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2008 年赴非
陆客只占大陆出国游总人数的 3%，2016 年
升至 10%，达 1130 万人次，且还在以每年
50%的速度快速成长。
据非洲媒体报道，由于签证条件的放
松和直飞航班开通等原因，2016 年赴衣索
匹亚、肯尼亚和南非的陆客人数都大幅成
长，前往非洲旅游的主要目的包括到非洲
庆祝婚姻、毕业、生日或是过节，感受不一
样的异国风情和文化。尤其是陆客购买力
高出欧洲游客 40%，对非洲旅游业来说，大
陆游客是
“天上掉下来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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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世界首批对器官移植
无“毒”活猪诞生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0 日电 美国、中国
和丹麦研究人员 10 日宣布，他们培育出世
界上首批对器官移植而言无“毒”的活猪，
成功解决猪器官用于人体移植最重要的安
全性问题，为全世界需要器官移植的上百
万病人带来希望。
以美国 eGenesis 公司为首的研究团队
当天在美国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论文，
参与研究的还包括哈佛大学医学院、中国云
南农业大学和丹麦奥胡斯大学等机构。
“我们的工作从根本上解决了异种器
官 移 植 中 异 种 病 毒 传 播 的 风 险 问 题 ，”
eGenesis 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执行官杨
璐菡对新华社记者说，
“这批猪是奠基性的
一批猪种，将来异种移植有望被安全地应
用到临床上。
”
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大概有 200 万
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器官捐献的数量远
低于需求。猪器官因为大小和功能与人类
器官类似，被认为可能适合移植。
上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曾尝试异种器
官移植，但试验发现，猪器官在人体内不仅
存在免疫排斥问题，还可能存在“毒”性，因
为猪基因组里含有内源性逆转录病毒。最
终导致异种器官移植行业多年停滞发展。
2015 年，时为哈佛大学博士后的杨璐
菡等人借助基因编辑工具 CRISPR 成功敲
除猪基因组中所有可能有害的病毒基因，
首次在体外突破这个重大难关。
在最新研究中，杨璐菡等人结合使用
CRISPR 工具和小分子药物，成功修改了猪
原代纤维细胞基因组中 25 个基因位点。
然后，像培育世界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
“多利”羊那样，研究人员通过细胞核移植
操作，利用修改好的猪纤维细胞制造出猪
胚胎，并植入母猪体内，最终诞生出世界首
批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被灭活的猪。
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恩·麦康奈尔教授
也评价说，这是“充满希望的第一步”，但异
种器官移植的发展仍需拭目以待，因为即
便解决了异种病毒传播的问题，还得克服
猪器官在人体中的免疫排斥和生理不兼容
等重重障碍。

网信办对微信、微博、百度贴吧立案调查

中国网信网消息 近日，国家网信办指导北京
市、广东省网信办分别对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
贴吧立案，并依法展开调查。根据网民举报，经北
京市、广东省网信办初查，3 家网站的微信、微博、贴
吧平台分别存在有用户传播暴力恐怖、虚假谣言、
淫秽色情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
信息。3 家网站平台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对其平台用户发布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
息未尽到管理义务。案件后续进展情况，将由相关
地方网信办予以发布。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信部门将认真
贯彻落实《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加大互
联网信息内容监管执法力度，依法查处网上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欢迎广大网民积极举报相关违法违
规线索，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24 小时受
理 公 众 举 报 ，受 理 举 报 电 话 12377，举 报 网 址
www.12377.cn，
举报邮箱 jubao@12377.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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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致 36 死车祸隧道设计存争议
3 车道骤变 2 车道
据新华社消息 10 日 23 时 34 分许，西汉高速陕西段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
目前已造成 36 人死亡 13 人受伤。
据初步了解，事故车辆为河南经营的一辆客运车，从成都发
往洛阳，在途经西汉高速秦岭隧道时，
因撞到隧道墙壁发生事故，
事故造成 36 人死亡，
13 人受伤，伤者已被紧急送医。
对于事故的发生原因，成都一市政道路工程监理师雷先生，
曾参与高速工程建设。对于事发地秦岭一号隧道口的设计，他直
言“不合理”。
“一般来说，在进入隧道口事，路面宽度需要和隧道
口宽度趋于一致。如果道路是三车道，隧道是两车道，就应该提
前收窄。”雷先生说，该隧道的设计使高速路上形成了一条“断头
路”，根据业内工具隧道施工的相关条款，
“ 应该是不符合规定
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专家认为，该隧道口的设计并不违规。
“相
关规范没有明确规定，必须收窄或者用护栏隔离。”
工路隧道设计
专家唐先生说，虽然通常会在设计时，
用护栏提前加以区隔，但这
不是硬性要求，
“明文规定的，是地面上划线提示。”

印媒：
4 万印军集结中印边境 最近距中国仅 500 米
环球网消息 据印度 The Quint 网站当地时间 8 月 9 日报
道，驻苏克纳（Sukna）的印军第 33 军大批部队已经或正在向中
印边境锡金段集结。
报道援引印军消息人士的话称，印军常驻苏克纳的第 33 军
下属的 3 个师早在 20-25 天前就已经开始这次向中印边境部署
的行动，部队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进入指定
“行动区域”
。
报道称，印军已部署在印度北部和东部距中印边境锡金段
500 米至 20 公里的范围内。一些部门收到了 4 天部署到位的书
面通知，而其他部门则收到短至 6 小时的行动通知。
报道还称，印军的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包括作战人员和
非作战人员在内，士兵总数一般为三至四万人。而第 33 军下属
的第 17 山地师此前就已驻扎在锡金首府甘托克。
报道称，印军部署行动开始于几天前，但官方部署信息 8 月
7 日才传至印军中层军官。消息人士称，目前有六成部队已在
锡金段部署到位，
但这次行动
“更多是在摆架势”
。

九寨沟 7.0 级地震已造成 23 人死亡
接九寨沟县应急办书面报告，经前方指挥部核实，8 月 11 日
13 时许，救援队在漳扎镇上寺寨附近河谷中发现一辆中巴车，
车内发现 3 具遗体。目前，遗体已转移至九寨沟县喜来登国际
大酒店停车场，民政部门将随后将遗体转运至县城殡仪馆。截
至目前，九寨沟 7.0 级地震已造成 23 人死亡、493 人受伤（其中重
伤 45 人，较重 56 人，轻伤 392 人）。
（来源：阿坝州人民政府应急
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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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求职陷阱：
高薪做饵无薪“试用”，有人被骗异地做苦力
澎湃新闻消息 今年 5 月，毕业两年的程越通过网上招聘平
台，找到了一份底薪八千的化妆品销售经理的工作。然而距离
试用期结束还有 1 个月时，公司以“业绩不合格”为由将他辞退，
只给了他 1200 元“实习提成”。武汉某高校学生雷小东，想在暑
假时给自己找一份兼职，本来通过中介找的是月饼厂看流水线
的工作，不料被中介安排到北京一“物流公司”做苦力。广西某
高校大三学生鲁波本想找一份暑期兼职，却没想到屡次被骗，
“这种事情报警也没用，警察说这事他们管不了，不能说网络招
聘都是假的，我们应聘者需要提高辨别能力，我以后再也不会轻
易相信网络招聘了。
”鲁波说。

黑龙江一村支书贪 2 亿多
其中挪用公款 8520 万超半数未还
《黑龙江日报》消息 黑龙江省纪委通报，哈尔滨南岗区红旗
满族乡曙光村原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于福祥，把曙光村当
作自己的“自留地”和“独立王国”，目无法纪、大肆贪占公款，腐
化堕落、极度奢靡，涉案金额达 2 亿多元。其中 2011 年至 2012
年，涉嫌挪用公款 8520 万元，至今仍有 4700 万元未归还。于福
祥属于典型的“村霸”，横行乡里、欺压群众。2010 年 7 月，纠集社
会闲散人员 20 余人，将市农电局 4 名工人砍伤。被审查期间，对
抗组织审查，并恐吓威胁执纪审查人员。2017 年 6 月，于福祥被
开除党籍；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东北小伙陷传销组织被打致肾衰竭
遭团伙“丢弃”在火车站
浙江在线消息 23 岁的东北小伙郑权今年 6 月大专毕业。之
后，
他跟着一位网友去江西上饶打工，
结果误入传销组织。郑权手
机被没收，
20 多人每天聚在一起上课，
“老师”
反复介绍
“李金元”
钙
片。连续上课洗脑，
并没有让他相信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接下
来，他成为出气对象，屋子里每个人都可以没有理由地打他。其
间，
传销组织还不断让郑权向父母要钱。最后，
几近昏迷的他被扔
在了杭州东站。经医院诊断，郑权被打得全身受伤，多处肌肉溶
解，
造成肾衰竭。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错版币”令人一夜暴富？
转给爸妈，别再上当受骗了
央视消息 近日，北京警方通报“错版币”系列诈骗案。诈骗
团伙把人民币上的文字用刻刀抠下来，再用胶水反面粘上去，人
为制造所谓“错版币”，专诈骗 70 岁以上老年人。去年年底开始，
北京因
“错版币”
受害的老人达 23 名，涉案金额共计 300 多万元。
扩散提醒！

民航局：严禁互联网机票销售
以默认选项方式进行“搭售”行为

悲痛！18 岁男孩进“校”戒网瘾死亡

《北京青年报》消息 多家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和部分航空
公司官网在出售机票时默认搭售贵宾休息室、保险、酒店优惠
券等服务屡被诟病。昨日，民航局明确表示，各互联网机票销
售平台、航空公司及销售代理人在销售机票时不得以默认选项
的方式“搭售”机票以外的服务产品；应当通过清晰显著、明白
无误的形式将贵宾休息室、保险等除机票以外的附加服务设置
为旅客自主选择项，
以有效避免旅客误选的情形发生。

新华网消息 阜阳市临泉县一名 18 岁男孩因为爱上网，家长
把他送到了庐江县的一家戒网瘾的封闭式特训学校。校方承诺
用心理疏导、体能训练等方式帮男孩戒网瘾，绝不会体罚。男孩
来到学校不到 48 小时，校方通知家长称男孩不行了，已经被送到
医院。当家长赶到时，男孩已经死亡。据家长反映，男孩的遗体
上遍布伤痕，鼻子、嘴里还有血。目前，该特训学校因非法办学
已经被查处，而学校的负责人也被警方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