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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四川 80 岁老人孤死家中
5 子女被判遗弃罪获刑
2017 年 5 月下旬，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先锋村村组
干部到 80 岁的贫困户张老太爷家走访时，发现其已死在
家中，遂向平武县豆叩镇党委政府、豆叩镇派出所报告。
经当地公安机关查明，因生活琐事，去世的张老太爷独自
居住，去世前曾多次因病住院。当地的司法所、村委会等
多次联系其四女一子共五名子女，但子女方均未有效履
行赡养义务。
在老人去世后，平武县公安机关对五名子女依法逮
捕，
平武县检察院随后提起公诉。
9 月 13 日，平武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一审判
决张老太爷的儿子张某有期徒刑两年；女儿张某乙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女儿张某甲、女儿张某丙、女儿
张某丁均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从 2010 年到事发，张老太爷的子女偶尔会看望张老
太爷，但未就老人赡养问题进行有效协商，也未支付赡养
费。据平武县豆叩镇司法所介绍，在老人去世前几天，老
人曾到司法所寻求帮助，希望能够通过司法手段要求子
女履行赡养义务。司法所介绍说，他们分别联系了张老
太爷的五名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履行赡养义务，但仍然遭
到了五名子女的推诿和拒绝。
上游新闻

4 岁男童在幼儿园突然身亡
母亲看完监控崩溃大哭
9 月 10 日，在湖南益阳某幼儿园发生了一起悲剧，几
名小朋友围坐在饭桌前吃饭，其中一名 4 岁男童吃饭时
不小心被食物噎住。
事发当天，正值午餐时分，幼儿园老师们带着小朋友
一起吃饭，小朋友都爱边吃边玩，于是老师将饭菜放在桌
子上后，就先离开了。老师离开之后，一名穿白色上衣的
小男孩一边吃东西一边和隔壁的小朋友玩闹。没过多
久，小男孩便紧紧捂住了嘴巴，并且不停地咳嗽。随后，
男孩一直在用手指抠着自己的喉咙。
从小男孩被噎、咳嗽到用手抠喉咙，这两分钟的时间
里，现场竟没有一名老师经过，孩子的咳嗽声很大，也没
有引来老师们的丝毫注意。直到三分钟后，之前离开的
老师注意到小男孩的异常反应，才紧急将男孩送往医
院。不过遗憾的是，
最终医生还是没能将孩子抢救过来。
听到孩子不幸去世的消息，男童的妈妈几度哭晕过
去，男童妈妈查看了事发时的监控画面，看到孩子在被噎
住后的三分钟之内，竟无一名老师察觉，男童妈妈再次痛
哭。经过双方调解，
幼儿园愿承担所有责任。 都市现场

在小区毒死六只狗
男子因投放危险物质罪获刑 3 年
男子邹某因在儿子家居住的小区被狗咬过，便用氟
乙酸类鼠药浸泡鸡肝，将毒鸡肝投放在小区草坪，小区 5
名业主饲养的六只宠物犬误食毒鸡肝死亡。昨日，记者
从法院了解到，邹某一审被认定犯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2017 年 8 月 29 日晚，辽宁某小区业主周某带着饲养
的泰迪犬在小区内散步，回家后狗出现呕吐食物、口吐白
沫、疯狂乱跑的症状，在呕吐物中出现没有喂过的鸡肝。
物业工作人员证实，近几日，有几名业主反映，饲养的狗
被毒死，怀疑有人下毒。
2017 年 12 月，男子邹某被刑事拘留。经查，邹某因
曾在该小区被狗咬伤，便用氟乙酸类鼠药浸泡鸡肝，于
2017 年 8 月驾驶电动三轮车至该小区，将毒鸡肝投放在
其儿子所租车库附近的草坪上，导致该小区居民的六只
宠物犬误食毒鸡肝死亡。
华商晨报

速读

扬子石化排放不达标被罚 98 万
扬子晚报讯（记者 宁环轩 刘浏）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近期南京市环保局逐月公布行政处罚公示信息，让环境违法行
为无所遁形，让环境违法企业寸步难行。在 8 月的处罚名单中，记
者看到不少知名企业上榜。
其中，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
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的规定，责令立即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人民币玖拾捌万元整
（￥980000 元整）。
另外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也被处罚 10 万元整，由于建筑环
境设施不合格，
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此外，
南京江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宝桥（南京）有限公司、
南京融点食
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仁信作物保护技术有限公司也均上榜。

南信大滨江学院无锡校区正式启用
扬子晚报讯（记者 杨甜子） 9 月 17 日上午，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滨江学院无锡校区正式启用。省委常委、无锡市委书记李小敏
出席启用仪式，
并为南信大滨江学院无锡校区揭牌。
南信大滨江学院无锡校区是继江南大学、太湖学院后，无锡的
第三所本科高校。滨江学院无锡校区位于无锡市锡东新城，9 月初
迎来首批 2545 名新生入住。目前滨江学院新校区设有 11 个学院、
35 个本科专业，其中物联网工程学院和轨道交通学院是根据无锡
发展特色整合新设。当天上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无锡研究院、无
锡研究生院也同时揭牌。

关注人工智能大会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
原主任孙怀山一审获刑 14 年
新华社电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17 日依法公开宣
判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原常务委员、港
澳台侨委员会原主任孙怀山受贿案，
认定被告人孙怀山犯受贿罪，判处有
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
万元；对孙怀山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
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孙怀山在担任共青团中央
办公厅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常
委，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期间，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江胜公司等单位和个
人在获取土地使用权、承办个人画展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利用其职权和地
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
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天津高盛公
司、龙源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单
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审批、职务
提拔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
2000 年至 2016 年，被告人孙怀山直
接或者通过其妻、其子及儿媳等特定
关系人以收受现金、金条、书画作品、
挂名领薪等方式，多次非法收受上述
单位负责人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
折合人民币 3975 万余元。

扬州市国资委原主任
黄道龙被依法逮捕

9 月 17 日，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拉开帷幕，大会以“人工
智能赋能新时代”为主题，来自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家
等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前沿、产业趋势和热点问题开展对话交流。图为
一名工作人员演示与机器人打乒乓球。
新华社记者 丁汀 摄

马云：让机器纯粹去模仿人类，意义不大
9 月 17 日，马云在 2018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表示，AI 最好的翻
译应该是机器智能。把 AI 翻译成人工智能，我觉得人类把自己看得
太大了。人类需要学会尊重、敬畏机器的智能，人的体验不可能完全
被机器取代。
马云认为，
“AI”
最好的翻译应该是机器智能。而把 AI 翻译成人
工智能，我觉得是人类把自己“托大”
了。他说，蒸汽机释放了人的体
力，但蒸汽机并不是模仿人的体力。汽车比人要跑得快，但汽车不是
去模仿人的双腿。未来的计算会释放人的脑力，但计算器不是按照
人脑一样去思考，计算机必须有自己的方式去思考。我相信人类拥
有的智慧，是机器永远无法获得的，机器可以更聪明，也可以更快速，
也可以更强壮。但机器永远不可能有价值观，有梦想，有爱。
马云认为,机器做人会做的事情，并不稀奇，做人做不了的事情，
这才是了不起的，让机器纯粹去模仿人类，我觉得意义并不是太大。
智能是改变世界的工具，智慧是改变智能的思想。我们应该真正担
心的不是机器智能会超越人类智慧，而是人类本身的智慧会停止增
长。
扬子晚报/扬眼记者 罗晓娜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英杰）江苏
省人民检察院通报，扬州市国资委原
党委书记、主任黄道龙（正处级，已退
休）因涉嫌受贿、贪污犯罪，日前被扬
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 66 岁的黄道
龙于 2012 年 10 月退休。此前，他和
36 岁的儿子、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政府采购科科长黄宇，被实名举报
巨额财产来历不明。据了解，举报者
是黄道龙儿子的前女友王某。
江苏省检察院在通报中称，扬州
市国资委原党委书记、主任黄道龙（正
处级，已退休）涉嫌受贿罪、贪污罪一
案，由扬州市监察委调查终结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扬州市检察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对犯罪
嫌疑人黄道龙决定逮捕。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月 21 日起
东航恢复南京-大阪航线
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刘琳 寇灵
楠 记者 徐媛园） 东航经过研究，积
极协调，决定从 9 月 21 日起全面恢复
南京-大阪航线。
记 者 了 解 到 ，该 航 班 去 程 ：
MU2859 13：35 南京出发，18：00 到
达大阪；回程：MU2860 19：00 由大
阪返回，21：15 抵达南京。该航班每
周二三四五六执飞，每天一班。 9 月
4 日，大阪遭遇日本 57 年来最强台风
“飞燕”
，导致机场被迫长时间关闭。

食用油健康标准 谁说了算？

这是一个令优质食用油阵营欢呼雀跃
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让劣质食用油群体举
步维艰的时代，创新不足、品质落后，或让
它们离主流市场越来越远。但如何选择天
然营养、
健康安全、
最适合自己家人的食用
油，亦在考验消费者对健康饮食的辨识
力。我们从几个与食用油相关的维度，通
过专业领域的解读，
一探究竟。

是依靠添加化学物质来进行化学反应，
从而
将食用油从中分离出。业内人士透露，
化学
浸出工艺容易造成溶剂残留和营养物质被
破坏，而这个问题往往容易被消费人群忽
视。而包括纯花生油、
纯菜籽油、
纯葵花油，
都是物理压榨，其优点是纯物理机械压榨，
不跟任何有机溶剂接触，
没有任何污染。
我国在食用油压榨工艺方面取得的成
物理压榨和化学浸出孰优孰劣？ 就早已有目共睹，早在 2012 年，我国自主
选择物理压榨还是化学浸出？普通消 品牌，山东的鲁花集团自主研发的 5S 物理
费者面对这个问题多少会有点茫然。我们 压榨工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取得全球
先来看看物理压榨和化学浸出的真身。业 性的科研突破。5S 物理压榨工艺的好处
内专家介绍，物理压榨即不加任何添加剂， 在于，不仅避免了化学溶剂的污染，采用集
用机械方式挤压出油，
出油纯正。化学浸出 成技术解决了成品油中酸价超标问题，保

留成品油天然营养成分，更是采用了去除
黄曲霉素分离技术装置，消除了食用油挥
之不去的黄曲霉素隐痛。

和脂肪酸，被营养学界称为“安全脂肪酸”
，
其不仅能有效降低有害胆固醇，还可维持
有益胆固醇的水平，享有极高的健康价
值。研究表明，高油酸膳食能有效调节人
食用油的油酸意味着什么？
油酸近年来开始引起重视。作为油中 体生理机能、促进脂质代谢。
据专业人士透露，植物油中，橄榄油油
“贵族”
，橄榄油一直以来以其高油酸含量，
酸含量能达到
78%左右，其他主要单品
成为高价油市场的宠儿，但这一局面正在
中，高油酸花生油油酸能达到 75%-85%，
迎来强有力的国内后起者的挑战。
目前，高油酸花生、葵花籽、油菜籽等 个别品种含量甚至高达 90%。
我国最早推出和普及的高油酸食用油
均在高油酸食用油市场谋求自己的一席之
地。这对消费者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据 产品，也是国内三大食用油油企之一的鲁
悉，学界将油酸含量 75%以上的食用油认 花集团，该企业去年 9 月份推出的高油酸
定为“高油酸油”，其健康属性也开始被消 花生油系列产品最被市场熟识。对于中式
给了消费者更大的选择面。
费者所熟知。一直以来，油酸作为单不饱 烹饪习惯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