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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 2016 全球富豪榜：

盖茨第一 王卫身价暴跌

按照福布斯 21 日公布的
数据，盖茨第四年蝉联全球富
豪榜第一（ 2016 年），合计财富
868 亿美元。

另外，福布斯的实时富豪
数据显示，3 月 20 日（美国时
间）当日的财富赢家是腾讯董
事局主席马化腾，收入上扬
6 . 61 亿美元，最大输家是顺丰
的王卫，身价暴跌 8 亿美元。

据快科技

亿万富豪洛克菲勒去世

享年 101 岁

据英国路透社 3 月 20 日
报道，美国亿万富豪戴维·洛克
菲勒去世，享年 101 岁。

洛克菲勒家族是美国最显
赫的家族之一。戴维·洛克菲勒
的爷爷约翰·洛克菲勒 19 世纪
下半叶创办美孚石油公司，通
过石油生意积累了巨额财富。

戴维·洛克菲勒此前一直
是洛克菲勒家族最年长者，自
2004 年 7 月以来担任洛克菲勒
家族族长。 据环球网

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名

香港第 2 上海第 16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 3 月 21
日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调
查》，新加坡连续第四年排名榜
首，成为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香港居于次席，且排名前六的城
市中有 5 个来自亚洲。而在生活
成本最低的 10 个城市中，来自
亚洲的印度就占了四席。

上海仍是中国内地生活成
本最高的城市，但其排名也下
降了 5 位至第 16 名，位列澳大
利亚墨尔本等城市之后。

据《第一财经日报》

北京 16 家银行

取消首房 9 折优惠

记者获悉，工商银行北京
分行、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等 16
家银行一致决定，即日起缩小
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幅度，由
不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的 0 . 9 倍
调整为不低于贷款基准利率的
0 . 95 倍。 据《新京报》

滴滴逐步停止对

北京非京牌网约车派单

记者 21 日从滴滴快的公
司获悉，平台从即日起逐步停
止对北京非京牌网约车派单。

滴滴快的公司告诉记者，
这一调整是按照北京网约车地
方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开展
的。停止派单的范围将从三环
内开始，逐步向更大范围扩展，
最终实现六环内不再向非京牌
网约车派单。 据新华社

FBI 首次承认正调查

特朗普与俄是否“勾结”

美国当地时间 20 日，美国
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科米和国
土安全局(NSA)局长罗杰斯就
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前作
证，主要关于俄罗斯涉嫌干涉
美国大选、俄罗斯是否与特朗
普竞选存在背后关联、特朗普
指控前总统奥巴马监听特朗普
大厦等事宜。 据《第一财经》

乐天家族 5 人出庭

全部否认检方指控

韩国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
及其家族 4 人 20 日出席首尔
中央地方法院首场听证会，他
们否认检方指控。除了辛东彬，
当天受控出席听证会的人还包
括乐天集团创始人辛格浩及其
长子辛东主、女儿辛英子和第
三任夫人徐美敬。这 5 人均否
认检方对自己的指控。

检方指认，经辛东彬之手
运作的非法资金总额或达 1700
亿韩元；辛格浩涉嫌逃避数以
千亿韩元计的赠与税；辛东主
则被控从乐天集团领取 400 亿
韩元非法薪资。 据新华社

大马警方发现更多人

涉朝鲜籍男子死亡案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立德
19 日说，警方在对朝鲜籍男子
死亡案调查时发现，除之前公
布的几名涉案嫌疑人外，可能
另有多人涉案，其中包括“重要
人物”。哈立德强调，马来西亚
并不想牵涉到其他国家政治事
务中，但是对发生在本国境内
的谋杀案进行调查是马来西亚
警方的职责。 据新华社

南苏丹一小客机失事

机上 49 人全部生还

南苏丹一架小型民航客机
20 日下午在瓦乌机场着陆时失
事，37 名机上人员被送往医院，
未有人员死亡。当地新闻部门官
员诺娜·瓜德内西奥说，飞机着
陆时与地面上一辆消防车发生
碰撞，导致事故发生。当时机上
载有 43 名乘客和 6 名机组成
员。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说，机
上载有一名中国乘客。事故发生
时其坐在安全出口附近，已安全
脱险。 据新华社

英国学生将使用

中国数学教材

英媒称，在哈泼-柯林斯出
版公司与上海一家出版社达成
了对教材进行翻译以供英国学
校使用的“历史性”协议之后，
英国的学生也许很快就能使用
中国教科书学习数学了。报道
称，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中
国富裕城市出产一些世界上数
学成绩最好的小学生，而英国
学生的排名远远落后于他们的
亚洲同龄人。 据参考消息网

中国第二艘国产航母

或于2021年完工

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大部
分结构建造工作已经完成，预
计将在今年年内下水。未来，
中国的航母制造计划不会止
步。军事专家在接受央视采访
时表示，外媒的猜测不无道
理，未来中国至少需要6艘航
母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而且航
母应该向大型化方向发展。

另据俄罗斯今日经济通讯
社网站报道，中国第二艘国产
航母将装备蒸汽动力装置，而
非核动力装置。中国首艘国产
航母将于 2017 年完工，第二艘
或将于 2021 年完工，而且其排
水量将更大，达到 8 . 5 万吨。

据人民网

4月16日起全国铁路

实行新列车运行图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官方微
博消息，4 月 16 日零时起，全
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
25 . 5 对。运行图调整后，全国铁
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 3615
对。铁路部门提示，为了配合此
次列车运行图的调整，4 月 14
日及以后始发的旅客列车车票
定于 3 月 21 日起开始发售。

据中新网

中国高铁横贯东西

“最后一公里”即将打通

3 月 21 日，宝兰客专（兰州
局管段）开始联调联试，新型
CRH380AJ-0203 动车组列车
“黄医生”从兰州西车站出发，
开始检测宝兰客专兰州西站至
东岔站间 334 公里高铁行车设
备。这也标志着中国高铁横贯
东西“最后一公里”即将打通。

据《中国青年报》

以总理跟中国

10位商界大佬吃早餐

20 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在
人民大会堂热情欢迎了以色列
总理内塔尼亚胡。20 日上午，
也就是在与李克强见面之前，
内塔尼亚胡办了个早餐会，一
口气请来了 10 位中国商界大
佬。这 10 位大佬是：万达董事
长王健林、阿里巴巴董事局主
席马云、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
联想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柳传
志、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巨
人集团董事长史玉柱、富士康
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恒隆集团
主席陈启宗、百度集团总裁陆
奇与光明乳业董事长张崇建。

获得与内塔尼亚胡单独交
流机会的是马云，早餐会上，两
人一起玩起了自拍。

据《解放日报》

西安地铁电缆存质量问题

责任人下跪道歉

西安市政府在20日晚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地铁三号
线问题电缆抽检结果和相关问
题调查进展情况。经过国家权
威机构检测为不合格的电缆，
西安将在保证地铁安全运行的
前提下全部予以更换；目前涉
事的西安某电缆公司的8名相
关人员，也已被依法控制。

对此，记者21日晚采访了
涉事公司法人代表王志伟，面
对镜头，王志伟对奥凯公司以
次充好、供应不合格电缆的行
为供认不讳，并表示对自己的
行为非常后悔，愿意接受法律
制裁，并且当场下跪道歉。

据新华社

张献忠沉银传说获证实

已发现文物过万件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20
日宣布，今年1月开始的彭山江
口沉银水下考古在两个多月后
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1
万件，实证确认了“张献忠江口
沉银”传说。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等30
多位考古学家现场考察后认
为，这是中国传说中的、记载的
几处皇家藏宝中唯一被找到，
且是由考古机构科学发掘出的
批量宝藏。 据新华社

科技

中国芒果太空育种成活

为世界首次

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去年
带入太空的芒果幼胚细胞，遨
游太空33天，近日在海南实验
室内成活，并长出全新的组织，
这是世界首次进行芒果的太空
育种试验。

太空育种，中国走在世界
的前列，这次芒果上天是新的
突破。目前有关方已经将芒果
体胚培育了一千多株，如果试
验成功，将会是世界首例，期望
未来“太空芒果”能解决防虫害
问题，提升质量产量。据凤凰网

物理学家霍金

将乘飞船上太空

因为研究黑洞而闻名世界
的物理学家霍金，20 日透露，
他计划乘坐英国维珍银河公司
的宇宙飞船漫游太空。

22 岁起患有肌萎缩侧索硬
化症而全身瘫痪的霍金，2007
年参加无重力状态飞行，一尝
离开轮椅的自由。暂时未知他
漫游太空的计划什么时候能够
实现。英国维珍银河公司为实
现人类首次民间飞行，正在研
发民用的宇宙飞船，每次可将
六名乘客送入地球上空100公
里的亚轨道，全程大约三小时。
据报收费高达 25 万美元。

据凤凰网

官方通报托养中心案件：

4 人被采取强制措施

“自闭症少年雷文锋死于
韶关市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事
件”经媒体报道后，20 日上午，
韶关市政府作出回应，已对 4
名主要责任人采取强制措施，
市纪委对涉嫌违纪违规的公职
人员正在开展组织调查。晚 9
时许，新丰县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县长马志明承认，“人命
关天，我们有责任”。

韶关市政府新闻办发布官
方通报称，市相关部门已对该
托养中心负责经营管理的 4 名
主要责任人采取强制措施，正
在对托养对象的死亡人数和死
亡原因组织深入调查。市纪委
对涉嫌违纪违规的公职人员正
在开展组织调查。据《新京报》

温州破获特大网络诈骗案

102 名嫌犯被抓

记者 20 日从温州市公安局
获悉，该局日前破获“ 2 . 20 ”特
大通讯网络诈骗案件，目前已
抓获 102 名犯罪嫌疑人。

据温州市公安局介绍，今
年 2 月初，该局合成作战中心、
反诈骗中心通过研判发现 4 个
以台湾籍人员为主的通讯网络
诈骗招募团伙，被招募人员将
前往印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
等国家，以冒充“公检法”等方
式对境内实施通讯网络诈骗犯
罪活动。 据新华社

全国 326 家影院

因瞒报票房被处罚

电影产业促进法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电影主管部门
重拳出击，经过深入调查核对，
掌握了部分影院 2016 年以来瞒
报票房的有关情况。根据电影
产业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全国电影市场专项治理办公室
21 日对外通报：对首批查出存
在违法经营行为的 326 家影院
实施严厉处罚。

通报称，中影桐乡嘉博影
剧院等 63 家影院瞒报票房超过
100 万元，情节特别严重，责令
其自 3 月 27 日起停业整顿不少
于 90 日，视整顿情况由原发证
的电影主管部门重新核发其放
映许可证；浙江杭州塘栖新世
界影城等 63 家影院瞒报票房在
50 万元至 100 万元之间，情节
严重，责令其自 3 月 27 日起停
业整顿不少于 60 日；对湖南省
长沙市望城区星鑫国际影城等
110 家瞒报票房在 10 万元至 50
万元之间的影院，处以 20 万元
的罚款。 据新华社

河南小学发生踩踏事故

已致 1 死 20 余伤

3 月 22 日上午 8 点半左右，
河南省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的
学生上厕所时发生踩踏事故。
截至 22 日上午 11 时，事故已造
成 1 名学生死亡，20 余名学生
受伤。事故发生后，受伤学生被
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濮阳县委
县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成
立事故应急处置小组。事故的
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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