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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
处分 52.7 万人
包括 58 名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据新华社电 中央纪委 11 日通报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纪律审查情
况。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
信访举报 273.3 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
125.1 万件，谈话函询 28.4 万件次，立案
52.7 万件，处分 52.7 万人（其中党纪处
分 44.3 万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58 人，厅局级干部 3300 余人，县处级干
部 2.1 万人，乡科级干部 7.8 万人，一般
干部 9.7 万人，农村、企业等其他人员
32.7 万人。
2017 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处理 131.6 万人次。
其中，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谈话函询
78.6 万人次，占“四种形态”处理总人次
的 59.7%；第二种形态纪律轻处分、组
织调整 41.2 万人次，占 31.3%；第三种
形态纪律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 7 万人
次，占 5.3%；第四种形态严重违纪涉嫌
违法立案审查 4.8 万人次，占 3.7%。

去年全国追回
外逃人员 1300 名
追赃 9.8 亿元

《北京晚报》消息 昨日上午，中央
纪委公布了 2017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
赃情况。数据显示，去年共计追回外逃
人员 1300 名，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
员 347 人，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4 名，
追赃金额 9.8 亿元人民币。

环球

》

特朗普称对美朝对话
持开放态度
据新华社电 美国白宫 10 日发表声
明说，特朗普总统当天早些时候和韩国
总统文在寅通电话时表示，他对美国与
朝鲜在合适的时机和条件下展开对话
持开放态度。
特朗普还表示，将派副总统彭斯作
为美方代表团团长参加平昌冬奥会。
声明说，文在寅在电话里向特朗普
通报了 9 日韩朝对话结果。他感谢特朗
普在促成对话过程中扮演的“重要领导
角色”。二人强调，将继续执行对朝“最
大施压”政策。
韩国和朝鲜 9 日晚在板门店结束高
级别会谈。双方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
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
一致。去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不断呈
现紧张态势。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坚
持奉行所谓“最大施压”政策，以期迫使
朝鲜弃核，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美加州泥石流致 17 人死
居民多未听从疏散警告
央视网消息 上个月刚遭受了严重
山火侵袭的美国南加州地区近日遭遇
冬季风暴引发的强降雨。当地时间 10
日，在此前的山火重灾区圣巴巴拉县，
因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已造成 17
人丧生，20 多人失踪，
数百栋房屋被毁。
据圣巴巴拉县消防部门官员透露，
圣巴巴拉县之前曾要求 7000 居民必须
撤离，2.3 万居民自愿撤离，但只有 10%
到 15%的民众听从了指挥。

社会

合肥
“高铁扒门”
女子
被处 2000 元罚款
《北京晚报》消息 10 日，
合肥铁路公
安通过官方微博通报旅客罗某以等丈夫
为由阻拦高铁列车发车一事的最新情
况：罗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拦截列车、阻
断铁路运输”，公安机关责令其认错改
正，
并处以 2000元罚款。
通报称，1 月 5 日 16 时 44 分，G1747
次列车合肥站准备开车时，旅客罗某
（女）以等丈夫为由，用身体强行扒阻车
门关闭，
不听劝阻，
造成该次列车延迟发
车。公安机关对此开展了调查取证。
1 月 10 日上午，罗某到合肥站派出
所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 岁男孩弄丢手机
被母亲捆绑棒打 5 小时致死
据《泰州日报》消息 1 月 5 日，江苏
泰兴黄桥 9 岁男孩明明，
独自出门玩弄丢
了手机。寻找数小时无果，明明坐在雪
地里大哭。最终他还是回了家，母亲得
知后非常生气。她用胶布将明明的手
脚、身体捆绑起来，不让他反抗；用木棍
从傍晚 6 时打到 23 时，
打了歇歇再打；
期
间只喂了几口水。
6 日一早，
明明只穿着秋衣秋裤趴在
自己房间冰凉的地板上，永远地闭上了
眼睛。
邻居们都说，明明的母亲对别人客
客气气的，
但对明明却
“易燃易爆”
，
三天
两头都要打孩子，下手还狠。甚至还有
邻居哭着说，
可怜的明明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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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被
“情人”骗走 13 万元
谁知骗子是闺蜜
看看新闻网消息 广西来宾的冯
女士，被自己的“网上情人”骗了 13 万
元。然而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这个所
谓的情人，到头来竟然是自己的闺蜜。
冯女士和金某是相识多年的闺
蜜，2014 年 6 月份，金某给冯女士介绍
了一个韦姓男子，并让冯女士加了韦
姓男子的 QQ，两人就在网络上热聊起
来，并发展成为网络情人。韦某以生
病 住 院 、合 伙 做 生 意 等 事 由 向 冯 女
士“借钱”。冯女士前前后后一共转账
13.4 万元。冯女士发现事情不对劲后
报了警，才发现原来所谓的韦某竟然
是闺蜜金某。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
处金某有期徒刑四年处罚金两万元。
判决后，金某不服提出上诉。近日，来
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作出二审判
决，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科技

女性在恶劣环境
生存能力高于男性
据新华社电 丹麦和美国科学家
分析历史资料后发现，面对饥荒、传染
病和奴役等极端恶劣的情况，
女性死亡
率也比男性更低、预期寿命更长。南丹
麦大学、美国杜克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在最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发表论文说，
这种
“危机生存”
方面的性
别优势主要体现为婴儿期死亡率的差
异，
意味着先天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阿云彩妆造型机构

阿云补发 助我解
“脱”
今天，李先生被公司提拔为销售总监，同时负责公司
对外形象宣传的管理工作。在工作能力被得到肯定之
外，其实李先生知道更多的是归功于阿云美发中心以假
乱真的增发效果。
以前熟人一看到李先生，
都说
“领导来了”
。由于家族性
遗传，
李先生二十出头就开始脱发，
脱发显得脑袋大，
脑袋大
一看就是当领导的。面对同事们的调侃，
表面上李先生一笑
而过，
可心里终究不是滋味。就因脱发形象问题，
好多笔业
务就白白拱手让人。人家是
“恨铁不成钢”
，
他是
“恨头不生
发”
，
为了解
“脱”
，
什么方法都使了，
还被骗过很多次。

就在李先生不再对自己的头发抱有任何希望的时
候，老婆从浔阳晚报得知的阿云美发中心可以补发的消
息，让他去试试。没想到补发效果显著，脱发多年的李先
生竟然重回以前的风采，使他找回了自信与人生的希望。
阿云美发中心的补发效果真是神奇，这头发就跟自
己“长”得似的，和他原来的头发一摸一样，去理发店，理
发师都没有看出头发的秘密。据说这头发采集的是
100%真人发，与原发非常接近，即使洗头、染烫、运动都没
问题。现在李先生也真的当领导了，他说：
“ 非常感谢阿
云美发中心助我解
‘脱’，
让我重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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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保健操真的护眼吗？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
开始，闭眼……”这句眼保健操的开场白，
是不是很熟悉？从我们踏进校园的那天
起，我们每天都要伴随音乐做两遍。眼保
健操作为中国校园文化的传统，早已融入
了几代人的生活，
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
针对造成近视眼的原理，眼保健操运
用中医学中的推拿、穴位按摩等方法综合
而成，是预防近视眼的优质措施。人体
中，经络系统与血液循环系统相似，也是
分布于全身的。如果某个部位发生障碍，
就会产生疾病。眼保健操的穴位按摩，就

是起到排除障碍的作用，使经络疏通，属
于物理疗法。这种微弱的穴位按摩刺激，
可以通过神经的反射，加强整体组织的新
陈代谢，改善和增进血液循环，消除和调
节眼部紧张，恢复人体的生理机能，从而
起到预防近视眼的作用。在做眼保健操
的几分钟里，因为闭眼这个动作，让原本
一直处于学习状态的眼睛得以休息，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眼睛疲劳，对眼睛
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挤按睛明穴 注意点
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姿

势穴位按压正确和手部卫生。很多人会
用不卫生的手去按摩眼睛，这样很容易造
成眼部感染，这样会使眼保健操的效果适
得其反。用正确的按摩方法，把穴位按到
位，才能使眼保健操的效果达到最佳。所
以同学们，好好做操别偷懒，一定要把每
个动作都做到位！
（曹雪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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