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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
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

外交部3日举行中外媒体
吹风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博鳌
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
举行有关活动相关情况，并回
答记者提问。王毅表示，博鳌亚
洲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拉
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应邀出席论坛年会开幕式并
发表重要主旨演讲，会见与会
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国
际组织负责人，集体会见论坛
理事，并同与会中外企业家代
表座谈。

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
会将于 4 月 8 日到 11 日在海
南博鳌举行。主题是“开放创新
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将
设置“全球化与一带一路”“开
放的亚洲”“创新”和“改革再出
发”四个板块，共 60 多场正式
讨论。 综合新华社

5月起严重失信责任人
将被限制坐飞机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航局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
特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
器 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
意见》，并于5月1日起实施。《意
见》明确限制范围包括两类：一
类是旅客在机场或航空器内实
施相关行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
政处罚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另一类是在其他领域与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有关责任人。

《意见》指出，因严重影响
民航飞行安全和生产安全的特
定严重失信人限制乘坐民用航
空器的，有效期为一年，自公示
期满之日起计算，一年期满自
动移除。 据人民网

2018年将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100万人次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
联合发布2018年财政重点强农
惠农政策，政策显示，全面建立
职业农民制度，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现代青年农场
主、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
化服务骨干和农业产业扶贫对
象作为重点培育对象，以提升
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为主
要内容，培训新型职业农民100
万人次。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支持有能力的农民
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农业龙
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工作。

据人民网

师范生“免费”改“公费”
任教服务期调整为六年

日前，教育部等五部门印
发的《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2018—2022年）》提出，改进完
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
免费教育政策，将“免费师范
生”改称为“公费师范生”，履约
任教服务期调整为6年，推进地
方积极开展师范生公费教育工
作。据介绍，《计划》针对当前教
师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
题，从师德教育、培养规格层
次、教师资源供给、教师教育模
式、师范院校作用5个维度展开
行动。

据《人民日报》

一汽丰田因高田气囊
扩大召回卡罗拉等6车型

日前，天津一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四川一汽丰田汽车
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广汽
丰田汽车有限公司、丰田汽车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质检
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因配件
供应原因，决定自2018年5月23
日起，分批陆续扩大召回部分
威驰、花冠、卡罗拉、雅力士、领
志及进口埃尔法汽车，共计
313712辆。 据人民网

炮制“星巴克最大丑闻”
一微信公号被封号

最近，一篇“星巴克最大丑
闻曝光，喝咖啡致癌”的网文传
遍微信朋友圈，点击量超过
1000万。发布该文的自媒体对
一个美国法院判决进行漫无边
际的“加工”，并把星巴克单独
拎出来，制造了该篇“爆文”。作
为反击，人民日报、央视等中央
级媒体以及多位科普专家和营
养学家日前纷纷站出来集体辟
谣。调查发现，炮制这个谣文的
公众号来路不明，自称为媒体，
为了追求点击，多次制造过内
容惊悚的文章。该微信公众号
已受到腾讯官方的处罚，无法
被关注，文章也不能再打开。

据《扬子晚报》

江西3年后取消统一中考
高中录取看学业水平成绩

江西省教育厅日前发布
《江西省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意见（试
行）》。改革旨在扭转单纯以考
试成绩为主要标准评价学生的
做法，通过试点探索和逐步推
进，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基
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
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录取模式。从2018
年秋季入学的初一新生起，全
省取消现行的统一中考，将初
中毕业、高中招生“两考合一”
统一规范为初中学业水平考
试，成绩作为高中招生录取的
依据。 据《江西日报》

组织小升初秘考
广州一初中校长被停职

广州市教育局通报称，广
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学涉嫌
违规招生，已责成该校校长停职
并对此事件进行核查。公开资料
显示，广州市海珠区六中珠江中
学由广州市第六中学工会委员
会创办于2001年，是一所国有民
办的初级中学。日前，该校被曝
光顶风作案，进群对暗号，赶考
得“接头”，违规组织“秘考”，作
为小升初的筛选门槛。根据目前
广州市小升初的政策，公办学校
实施电脑派位或结对直升，民办
学校则不得提前开展报名或面
谈等工作，严禁学校利用面谈等
进行任何形式的学科知识考试
或测试。 据新华社

阿里巴巴全资收购饿了么
阿里腾讯或主宰外卖行业

阿里巴巴近日宣布，将联
合蚂蚁金服完成对饿了么的全
资收购，共计花费95亿美元，这
有可能创下中国互联网史上最
大规模收购的纪录。阿里巴巴
也将从最大股东的身份摇身一
变成为饿了么的母公司。

纵观目前的外卖市场格
局，此前，饿了么、美团、百度外
卖一度出现“三足鼎立”的局
面。去年8月，饿了么以8亿美元
将百度外卖收入囊中，行业内
完成“三进二”的洗牌。而如今，
阿里巴巴又对饿了么进行收
购，外卖市场彻底进入阿里系
和腾讯系的“双雄争霸”时代。

据央广网

摩拜“卖身”美团
出行市场迎大变局

4月3日，摩拜召开股东会
议表决通过美团收购案。知情
人士称，美团将以35%的股权、
65%的现金收购摩拜单车，其中
3 . 2亿美元作为未来流动性补
充，A、B轮投资人及创始团队
以7 . 5亿美元股权退出。据称，
滴滴也曾有意入股摩拜，最后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据《新京报》

“人才争夺战”升级
高薪“砸”向新经济领域

人才争夺战不断升级，百
万年薪职业横空出世，其中不
少正“砸”向新经济领域。“与人
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相关的
技术研发人员，包括算法工程
师、高级数据分析员、架构工程
师等岗位目前薪酬普遍都在百
万左右。”长期研究人力资源市
场的瑞元投资咨询公司高级合
伙人白睿透露，某区块链公司
员工规模为200人，其中60多人
薪资达到百万级别。

据《经济参考报》

百城住宅库存规模
降至近五年最低值

截至目前，全国去库存“战
役”效果明显。易居研究院4月3
日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3月底，
全国范围受监测的100个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库存总量为43712万
平方米，环比减少1 . 0%，同比减
少8 . 7%。观察历史数据，当前全
国百城库存规模相当于2013年3
月的水平，即库存规模回落到了
五年前水平。二季度，预计全国
100城购房政策收紧的概率将加
大，这有助于缓解库存不足的矛
盾。专家预测，一二线和三四线
城市的政策会有差异。

据《经济参考报》

钢企将开启
新一轮大规模重组

近日，全联冶金商会常务
副秘书长王连忠表示，中国钢
铁产能利用率从2015年的70%
提高到目前的80%，进入了基本
合理的区间。王连忠透露，钢铁
企业将迎来大规模的重组计
划。许多民营企业在积极寻找
机会，开始重组和已经取得重
大进展的企业，占民营企业的
比例总数超过1/3。同时，有明
显的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
组迹象。 据新华网

工信部调查
“WiFi万能钥匙”

工信部近日对外发布关于
“蹭网”类移动应用程序的通
报。通报称，近日据有关媒体报
道，移动应用程序“WiFi万能钥
匙”和“WiFi钥匙”具有免费向
用户提供使用他人WiFi网络的
功能，涉嫌入侵他人WiFi网络
和窃取用户个人信息。工业和
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对此
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网络安全
专业机构对上述两款移动应用
程序进行技术分析，发现两款
移动应用程序具有共享用户所
登录WiFi网络密码等信息的功
能。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
安全管理局已要求上海市、福
建省通信管理局开展调查工
作，将在核查的基础上，依据网
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
理，维护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

据《法制日报》

“红通”嫌犯刘梦平
外逃17年后受审

56岁的“红通”嫌犯、原中
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香港港源
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会计刘
梦平被控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
为其他公司在借款及延缓还款
时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伙同
他人先后收受好处费共计600
余万元。案发前后她退还了大
部分赃款，却在“双规”审查期
间逃到海外。4月3日上午，潜逃
17年之久的刘梦平因涉嫌受贿
罪在北京一中院受审。

据《北京青年报》

老挝将引进
中国技术建国家数据中心

老挝科技部日前宣布，将
引进中国信息技术建设国家数
据中心，重点推进云服务，打造
网络支付、物流管理等平台，同
时建设软件科技园。这一项目
将引进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
把老挝国家数据中心建设成全
国信息汇集中心，重点推进政
务云、企业云、智慧城市云及智
慧旅游云，打造网络购物平台、
网络支付平台和物流管理平
台，同时建设软件科技园，推动
老挝互联网应用软件和服务的
发展。 据新华社

研究称气候变化
可能影响粮食供应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2日发
布一项研究说，随着气候变化
引起的极端天气增多，全球许
多国家的粮食短缺风险也会有
所上升。参与这项研究的埃克
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贝茨说，
气候变化预计会导致更多极端
的降雨和干旱天气状况，对不
同地区带来不同的影响。持续
的升温下，一些地方会出现更
多洪涝灾害，冲击粮食生产；一
些地方则会持续干旱，同样给
农业带来影响。 据新华社

美“通俄门”调查对象
首次被定罪

美国近日裁定，主持“通俄
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米勒的
团队对荷兰籍律师亚历克斯·
范德兹万指控成立。范德兹万
是米勒启动调查以来首名被定
罪的调查对象。范德兹万的罪
名为在“通俄门”调查中对美国
联邦调查局说谎。他被判处３０
天监禁、两万美元罚款和两个
月监外看管。

范德兹万现年33岁，是荷
兰公民，其岳父是俄罗斯大型
民营商业银行阿尔法银行创始
人之一格尔曼·汗。2012年，范
德兹万受雇的律师事务所为曾
任特朗普竞选团队竞选经理的
马纳福特及其商业伙伴盖茨提
供服务。今年2月，米勒团队指
控范德兹万接受调查时就与特
朗普竞选团队成员往来问题作
伪证，范德兹万当月认罪。

据新华社

日本政党党首资产公开
安倍第二有钱

日本众议院及近日公开去
年10月当选众议员的个人资产
状况，人均2917万日元（约合172
万元人民币）。财力最雄厚的前
10名议员中8名出自执政党自由
民主党。日本首相、自民党党首
安倍晋三的个人资产在这次公
开的5个政党党首中排名第二。

众议院依据《国会议员资
产公开法》公开465名众议员在
2017年10月22日当选当天的个人
资产状况，申报财产包括议员名
下土地、房产、存款和除股票以
外的有价证券。这是日本众议员
第十次公开资产。 据新华社

曼德拉前妻
温妮·曼德拉病逝

当地时间4月2日，南非前总
统纳尔逊·曼德拉的前妻温妮·
曼德拉因病逝世，享年81岁。温
妮·曼德拉1958年与曼德拉结
婚，成为这位后来新南非开国总
统的第二任妻子。自曼德拉于
1963年开始27年的牢狱生活开
始，温妮一直坚持反种族隔离斗
争，被视为南非反压迫、反种族
隔离斗争最伟大的标志性人物
之一。虽然温妮与曼德拉两人的
婚姻维系了38年，育有两个女
儿，但有30多年的时间里两个人
并没有生活在一起。1996年3月，
时任总统的曼德拉与温妮起诉
离婚。 据人民网

埃及总统塞西获得连任
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

拉欣·易卜拉欣2日宣布，现任
总统塞西在2018年埃及总统选
举中赢得97 . 08%的有效选票，
成功获得连任。此次大选投票
率为41 . 05%。舆论认为，塞西的
高得票率以及与四年前相差不
大的投票率表明，民众对塞西
首个任期的执政成绩持肯定态
度，塞西继续执政基础坚实。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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