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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快递员遭恶意投诉下跪
圆通回应已免除业务员处罚

外交部驳蓬佩奥涉疆言论：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江苏牵头开发的两项重大
科学仪器通过国家验收

11 日，一张落款山东广饶县稻庄派出所的《证明》在网
络流传，值班民警称，证明属实。
《证明》显示，因包装开裂少
一个芒果，
48 岁圆通女快递员聂桂英赔偿一整箱后依然遭恶
意投诉，被扣除工资 2000 元。快递员为求谅解直至下跪。
投诉者却拨打 110，
要求民警将其带离。民警认为快递员不
必摒弃尊严乞求原谅，建议圆通退还快递员被扣除的工资，
并将投诉者加入黑名单。@圆通速递 称：已免除因投诉引
起的处罚，
并对其慰问。其它情况正在核实，
待核实事实后，
保留将恶意投诉者列入不受欢迎客户名单的权利。

据新华社电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关于中国新疆的
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表示，蓬佩奥对新疆缺乏最基本的
了解和认识，打着人权、宗教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这样的企图
注定会失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一句话‘眼见为
实’。我不知道蓬佩奥先生有没有去过新疆，但从他散播的那些
关于新疆的不实之词来看，他对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
认识。新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新疆依法开办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帮助少数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思想侵蚀的人重回正轨，帮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技能并最终
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教培中心以来，新疆已经近三年未发生过
暴力恐怖事件，
安全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又讯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表示，中方对美方就香港事务
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美方客观公
正看待香港特区政府依法修例，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记者
从省科技厅获悉，近日由我省牵头开
发的“新型高分辨杂化质谱仪器的研
制与应用开发”和“纳米图形化直写与
成像检测仪器的研发与应用”两项国
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顺利通过科技部
组织的综合验收，两个项目均为“十二
五”期间我省获批的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设备开发专项，获批专项资金共 1.2
亿元，
项目总投入近 2 亿元。
昆山禾信开发的新型高分辨杂化
质谱仪器，攻克了离子阱射频电源、微
通道板离子检测器、高速数据采集卡、
微弱信号前置放大器等多项关键技
术；完成了 3 款国际先进的质谱整机
研发及工程化，在国内首次实现了不
同种类质量分析器的联用。
苏大维格研发的纳米图形化直写
与成像检测仪器，解决了微纳结构光
场的可调控技术、图形的高速率写入
机制、微纳结构与纳米精度多轴光机
系统的设计与可靠性等难题；实现了
从纳米光子晶体结构到微米级任意结
构的高效率光刻。

微评：请保留最基本的善意
民警的一纸证明，硬核而有温度，洋溢着正义感。谋生
不易，用双手自食其力、养家糊口，值得敬重。尊严是昂贵
的，可也最容易被践踏。看轻劳动者就是轻贱自己，刁难劳
动者就该受到世道人心的鄙薄。即便不与人为善，也别作
恶，
因为你的无礼拉低你的人品。
人民日报

桂林导游强制游客 1 小时要花 2 万？
官方：涉事导游言行基本属实
近日，
“ 在桂林跟团旅游遭女导游要求一小时花两万
元”的视频曝光。视频中，疑似一位游客在某个站点没有购
物，该女导游对游客喊话威胁，警告游客来了就要花钱，
“不
管游客图桂林哪一样来的，既然来了，就得马上下车。一个
小时，两万块钱。”
6 月 11 日，据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网站消息，桂林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对网曝“这个导游好嚣张！
‘在里
面一个小时两万块钱，
现在下车’”
视频的初步调查情况。
经初步调查核实，视频中反映的涉事导游员赵某某言
行基本属实。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该旅游团是由湖南到桂
林的汽车四晚五天旅游团（共 55 人），从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目前，桂林市旅游局正在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处理
之中。
每经

直升机坠楼顶飞行员丧生
纽约摩天楼遭重创

本地

凉风习习，气温刚刚好
江苏包场晴好“温柔天”
扬子晚报讯（记者 于丹丹）最近江苏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天，
没有高温，而且挺凉爽，早晚凉风习习，户外体感舒服。近期的
凉爽主要是冷空气带来的。夏天也有冷空气？其实，冷空气一
年四季都在！未来几天，江苏西北地区最高气温有所回升，而其
它地区天气依旧很温柔，最高气温都在 30℃附近。
今天全省多云到晴，东到东南风 3 级左右，最低温度：本省东
部地区 18℃左右，其它地区 20～21℃，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
区 34℃左右，东部地区 28℃左右，其它地区 30～31℃。明天苏
南地区多云到阴，其它地区多云，
最低气温：西北部地区 20～21℃，
其它地区 20℃左右，最高气温：西
北部地区 32℃，苏南南部 27℃，其
它地区 29～30℃。
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未
来三天南京将继续维持晴或多云
的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在 28℃到
30℃ 之 间 ，早 晨 的 最 低 气 温 在
近期南京天气：今天
19℃到 20℃。国家气候中心根据 多云到晴，19℃到 29℃；
监测，确认江南地区进入梅雨期。 明天多云有时阴，19℃到
这里的江南是江南的南部，如浙江 28℃ ；后 天 晴 到 多 云 ，
中南部、江西南部等，不包括江苏。 19℃到 30℃。

医院内“霸座”打人，母女俩双双被拘

据新华社电 一架直升机 10 日下午在美国纽约市曼哈
顿岛一栋摩天大厦楼顶坠毁，飞行员丧生。据楼内人员描
述，遭遇冲击时，整栋写字楼“都在摇晃”。美国当局着手调
查事发原因，
初步推断无关恐怖主义。
调查人员说，一架阿古斯塔 A109E 型直升机美国东
部时间 10 日下午 1 时 32 分从纽约曼哈顿东区起飞，原定
飞往新泽西州林登机场，起飞 11 分钟后坠毁。坠机地点
是曼哈顿第七大道一栋 54 层写字楼的楼顶，距繁华的时
报广场仅几个路口。直升机撞向楼顶，随即起火，冒起滚
滚浓烟。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架直
升机撞得七零八落，
“ 显然撞击相当严重”。机内只有飞行
员一人，没有其他乘客。除飞行员丧生，楼内和街上没有人
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谜团
之一是，当天有暴风雨，还有大雾笼罩摩天楼，这架直升机
为什么仍然冒险执飞？
新泽西州林登机场主管保罗·达德利介绍，出事飞行员
是蒂姆·麦科马克，经验丰富，熟悉当地情况，
“ 在这一地区
飞行过很多年”
。得知坠机后，
“我们都很震惊，深感悲伤”。

迪拜机场商户明年起禁塑
据新华社电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机场公司 10 日宣
布，定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迪拜机场消费场所使用一
次性塑料制品。阿联酋《国民报》报道，迪拜机场公司在迪
拜运营全球最繁忙机场之一迪拜国际机场以及尚未完工的
阿勒马克图姆国际机场。它当天承诺与机场所有商户合
作，致力于禁止塑料刀叉、吸管和袋子等物品。迪拜机场公
司执行副总裁尤金·巴里说：
“我们认为，在一座每年客流量
9000 万人次的机场，消除消费场所一次性塑料制品能带来
切实变化”。
迪拜机场公司迄今回收纸、玻璃等废品超过 4.5 万吨，
过去 6 个月收集并处理 16 吨一次性塑料瓶和瓶盖。

扬子晚报讯 （通讯员 鼓公
宣 许诗雯 记者 任国勇） 3 日
上午 9 点多钟，南京鼓楼派出所
接到报警，鼓楼医院采血室门口
两名女子将另一女患者打倒在
地。据了解，当天患者王女士一
早来鼓楼医院看病，门诊医生让
她先去抽血化验，她缴费后就来
到血液采集室门口。因排队人
很多，于是想找座椅坐下来等待
叫号抽血。王女士走了一圈才
看到一个空位，正要坐上去却被
坐在旁边的刘某制止，称这个座
位有人了，不允许她坐下来。王女士说：
“这是公共场合，你这样
占位子属浪费公共资源。”刘某一听就发脾气反驳：
“ 我先到的，
帮女儿占个座位有什么不对，谁让你来得晚？”就这样两人陷入
争吵。刘某的女儿黄某缴完费赶来见母亲和他人争吵，不管三
七二十一加入争吵。随后，母女俩殴打王女士，本来就身体不舒
服的王女士哪经得起两人纠缠，很快倒在地上。民警将王女士
在医院安置好后，把打人的母女带回派出所调查。经审讯，刘某
和黄某对霸座打人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不得乘飞机高铁！
前 5 月秦淮法院对 2834 人下达限消令
扬子晚报讯（通讯员 秦法宣 记者 万承源）法院下达的
“限制
消费令”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近日，
南京秦淮法院又一名失信被执行人按捺不住，
浮出水面偿还债务。
2019 年 5 月 28 日，秦淮法院受理的一起教育培训合同纠纷
执行案件，标的金额 5000 元。2019 年 6 月 4 日，法院依法对被执
行人南京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及其法人代表下达限制消费
令。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彭某在被限制高消费而无法乘坐高铁、飞
机后，6 月 5 日上午，即主动与承办法官联系，履行了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短短一天时间，案件得以成功执行完毕。承办法
官表示，案件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秦淮法院会尽快将被执行人南
京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限制消费令解除。今年 1 月至 5
月，
秦淮法院已对 2834 人次下达
“限制消费令”
。

格力举报奥克斯
监管总局和中消协表态
针对格力电器和奥克斯空调隔空
“对战”事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0 日
23 时 41 分在官网发文称，6 月 10 日下
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注意到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克
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
空调产品的举报信》。我局对此高度
关注，已于当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调查
核实，
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公开。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 11
日上午表示，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实名举报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事件，关
涉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中消协对
此高度关注。
北京晚报

金大中遗孀去世
遗言祈祷半岛和平统一
据新华社电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
的遗孀李姬镐 10 日晚在医院因肝癌病
逝，享年 97 岁，留下遗言，将在九泉之
下为韩国国民、
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
祈祷。金大中和平中心常任理事金圣
在 11 日说，李姬镐在家人陪伴下安然
离世。李姬镐生前立下遗嘱，
感谢国民
爱戴，
准备把位于首尔西部东桥洞的宅
邸用于开设金大中纪念馆，
把金大中所
获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用作基金，
资助金
大中毕生所致力的民主主义与和平统
一事业。葬礼定于 14 日举行。李姬镐
将落葬首尔国立显忠院。李姬镐
1922 年出生，是女权运动家和社会活
动家，曾在梨花女子大学任教，1962
年与金大中结婚。她 2000 年陪同金
大中前往平壤，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实现首次朝韩首脑会晤。

遭
“屠村”
马里 95 名村民死亡
据新华社电 马里官员10日说，
这
一西部非洲国家中部一座多贡族村庄
前一天夜间遭“屠村”，至少 95 人死
亡。马里中部邦卡斯市市长告诉记
者，
“ 一伙富拉尼族人”9 日天黑后偷
袭一座多贡族村庄。另一名地方官
员斯利亚姆·卡努特说，那伙人“显然
是富拉尼族”，持有武器，
“ 向村民开
枪，烧了村子”，死亡人数可能继续增
加。截至 10 日，没有任何富拉尼族团
体宣称制造这起袭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