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拍染头虱
小心！

新华社微特稿 自拍跟头虱，看上去
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硬是因为自拍
热扯上了关系。头虱是一种灰色无翅的
小昆虫，繁殖很快。头虱最常发生在儿
童、尤其是女孩身上，通过接触患者的头
部、梳子、发夹、帽子、头巾等物传染。

美国一些儿科医生注意到，自拍热
潮下，大一点的孩子们喜欢头靠头拍照，
这给了虱子从一个人头上“蹓跶”到另一
个人头上的大好机会。威斯康星州医生
沙伦·林克把因自拍热引起的头虱传染
称为“社交媒体虱”。

加利福尼亚州的头虱治疗专家马
茜·麦奎兰也注意到，年轻人之间的头虱
传染病例出现显著增长。更让专家们担
心的是，在美国，头虱对现在较为常见的
治疗药物除虫菊酯产生了抗药性，变得
越来越难治。南伊利诺伊大学的荣庆!音

译" 自2000年开始关注头虱抗药性增
强的问题。他最近收集了美国30个州
的头虱样本，结果发现，其中25个州的
样本发生了对除虫菊酯产生抵抗的高度
基因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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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切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作出贡献的国家和人民致敬！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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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消波艇船长13.5米、
型宽3.6米、型深1.6米，定员
6-10人。采取双机驱动、双桨
推进，最高航速达73公里/小
时，是普通海巡艇的2-2.5倍。
“该艇整体轻巧、兴波阻力小、

航速快，而且使用灵活、安全性
高、适用范围广，还具有使用寿
命长、环保等特点。”杨光辉介
绍，三体消波艇在双体船基础
上研发改进而成，其消波节能
已申请国家专利。此艇水下部
分由3个船体组成 !外观看不

出"#水流通过船体间隙，阻力
得以分流，从而达到平稳、快速
和安全效果。

据了解，江苏通洋船舶有
限公司成立于1956年，是常州
地区最早的船舶企业，也是首
批获得江苏省船舶检验局船舶

生产技术条件资质的企业，曾为
2008年奥运会帆船比赛、2010上
海世博会提供保障用船，成为长
江航道局、中国海事局等公务艇
制造基地。

（赵鹤茂 杨旭林 许毅强

蒋建君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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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新型轰炸机将震撼亮相
主要用于远距离精确打击和临空轰炸

胜利日阅兵

综合新华社消息 即将于
9月3日举行的胜利日阅兵式
上，国产某新型轰炸机将以雷
霆万钧之势震撼亮相。

“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
型轰炸机，主要用于执行远距
离精确打击和临空轰炸任务。”
轰炸机梯队带队长机、空军某
航空兵师副师长包连晶说。

这型轰炸机与2009年国
庆阅兵中亮相的轰-6H相比，
改装率高达90%。用包连晶的

话说，“除了杆和舵没变，其他都
变了”。
改进后的新型轰炸机，机上

成员人数减少了一半。飞行员不
仅要驾驶操纵，还要负责通信联
络、空中态势判断和武器操控。
“一个人要干过去两个甚至三个
人的活儿，对飞行人员的专业本
领、理论素养要求更高了。”包连
晶说。

要求虽高，轰炸机梯队的
飞行员们却是整个空中梯队中

相对年轻的，以“80后”为主。
近年来，他们驾驶着这型轰炸
机，成功完成了西太平洋远海
训练等任务。

据介绍，阅兵当日，多架轰
炸机将以密集队形飞过天安门。
“飞行员们对这种队形并不陌
生———为了隐蔽作战意图，密集
编队突防是经常运用的手段，事
实上，我们还飞过间距更短的编
队：从地面看，相邻飞机的机翼
几乎是重叠的。”包连晶说。

近年来，随着中国空军战略
转型建设的要求，加快建设一支
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强大人民
空军步伐越来越快。作为现代化
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远程
轰炸机成为“进攻性打击系统”和
“主动防御系统”的重要环节，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段时期以来，世界上只有
美国、俄罗斯、英国等少数几个国
家具备自行研制远程轰炸机的能
力。

汪东兴遗体在京火化
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

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的
重要领导职务的汪东兴同志的遗体，2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
公墓火化。

汪东兴同志因病于2015年8月21日5时28分在北京
逝世，享年100岁。

汪东兴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
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汪东兴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
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交补上限每月1950元
科员及以下每月500元

贵州启动公车改革

据新华社贵阳8月27日电!记者胡星"记者从27日召
开的贵州省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动员大会上获悉，贵州省将取
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当发放交通补贴，设立了每人每月500
元至1950元不等的公务交通补贴“上限区间”。

根据《贵州省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贵州省
公务交通补贴标准上限为：厅级每人每月1950元，处级每人
每月1200元，科级每人每月750元，科员及以下每人每月
500元。

同时，同一市、州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各市、州之间最高
一级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参加公车改革的单位可以
从公务交通补贴中划出一定比例作为单位统筹部分，集中用
于解决不同岗位之间公务出行不均衡问题。

贵州省要求各地不得以公务交通补贴名义变相发放福利，
公务人员不得既领取公务交通补贴，又违规乘坐公务用车。

全国税收创5年最低
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2.1%

今年前7个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电（何雨欣 王镜茹）财政部部
长楼继伟27日表示，当前的预算执行中，中央和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达到全年预算目标难度较大，收支矛盾较为突出。

楼继伟介绍，今年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3849亿元，为预算的60.8%，增长7.5%，考虑11项原政府
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因素后增长5.4%。税收收入78793
亿元，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

从支出来看，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12.1%，完成预算的
52.5%。

全国人大财经委认为，总的看，预算执行情况较好，但财
政收支平衡压力较大，是预算执行和财政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投资在线审批平台
年底前将全国贯通

进京“跑项目”或成历史

据新华社武汉8月27日电（记者朱文辰）国家发展改革
委26日在武汉召开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纵向贯通工
作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勇在会上表示，根据国务院
部署，2015年底前要实现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全国
“纵向贯通”。

据介绍，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将实现网上受理、办理、监管
“一条龙”服务，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和项目少跑腿。过去项
目单位一个一个部门去跑，现在通过平台在不同部门可以同
时办理；过去的到北京“跑项目”，现在可以在网上及时办理。

张勇表示，各地要尽快梳理项目审批事项和办事指南；建
立完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联动机制；按国务院要求，在设计自
己的平台时，实现投资项目“平台受理、在线办理、限时办结、
依法监管、全程监察”；要建立以投资项目为主线贯穿所有审
批事项的代码制度，相关的审批、监管、信用信息都统一归集
到项目代码。

微信版反诈骗平台
北京警方推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7日专电（记者卢国强）记者27日
从北京警方了解到，警方推出微信版反诈骗查询举报平台，不
但可以举报诈骗信息，还可以在线查询电话、短信、网站、银行
账号等是否涉嫌诈骗。

北京市公安局“首都网警”微信团队负责人说，网民关注
“首都网警”微信公众账号即可实现对疑似诈骗信息的快速
举报、查询功能。反诈骗查询举报平台与“天下无贼反信息诈
骗联盟”对接，网民举报信息通过云端实时同步传输到“联
盟”的“安全云库”，通过对网民举报信息验证处理，将确认诈
骗的信息进行阻截回收，避免此类诈骗信息在互联网上危害
更多网民。

美国两名记者
直播中被枪杀
嫌犯系死者前同事
新华社华盛顿8月26日电（记者

陆佳飞" 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26日说，
当天早晨在一家地方电视台直播节目现
场打死两名记者的嫌犯已自杀身亡。

警方说，韦斯特·弗拉尼根作案后在
逃逸过程中发生车祸，随后开枪自杀。警
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弗拉尼根的作案
动机是否与其声称的种族歧视有关。

据当地电视台WDBJ7早间直播节
目画面显示，当地时间26日早晨6时
45分左右，该电视台24岁女记者艾莉
森·帕克和27岁摄影记者亚当·沃德在
弗吉尼亚州中部小城莫内塔一购物中心
进行现场直播采访时，突然遭到枪击，两
人中弹身亡。

枪击案发生后，警方迅速将嫌犯锁
定为现年41岁的该电视台前员工弗拉
尼根。弗拉尼根在逃亡过程中在社交媒
体上发布了枪击案视频，并表达了对两
名死者的不满。

弗拉尼根称帕克曾对他使用了种族
歧视性用词，并指责沃德曾向人事部门
投诉自己。该电视台负责人则在当天接
受媒体采访时形容弗拉尼根为一个很难
合作的人。

法庭文件显示，弗拉尼根曾于2000
年起诉过一家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电视台，
称该电视台负责人羞辱他为“猴子”，并称
该负责人侮辱非洲裔美国人“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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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房地产外资准入门槛
放松境外机构、个人购房限制

6部门联合发文调整楼市政策：

新华社北京 8月 27日电
（记者韩洁"记者27日从商务部
网站获悉，经国务院同意，住建
部、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工
商总局、外汇局等6部门联合发
文，对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和境
外机构、个人购房的部分政策进
行调整。

此次调整主要针对六部门
2006年发布的《关于规范房地产
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其
中一大看点是放松了对境外机

构、个人在境内购房的部分限制。
六部门明确，境外机构在境

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和在境
内工作、学习的境外个人可以购
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自住商
品房。对于实施住房限购政策的
城市，境外个人购房应当符合当
地政策规定。此前，2006年文件
对于境外个人购房曾设有“在境
内工作、学习时间超过一年”的
限制。

六部门还调整了外商投资设

立房地产企业有关注册资本与投资
总额的比例，明确一律按照《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
规定》执行。

记者查阅发现，2006年文件曾
要求外商投资设立房地产企业，投
资总额超过1000万美元（含1000
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投
资总额的50%。只有投资总额低于
10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金才按现
行规定执行。

此次调整一定程度降低了
外资房地产企业注册资本的门
槛。按照现行规定，如果投资总
额在 1000万美元以上至
3000万美元（含 3000万美
元）的，其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
资总额的五分之二；如投资总
额在 3000万美元以上的，其
注册资本至少应占投资总额的
三分之一。

此次六部门还取消了外商
投资房地产企业办理境内贷

款、境外贷款、外汇借款结汇必须全部缴
付注册资本金的要求。

六部门表示，此次调整旨在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有关部门将
进一步简化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优化和
改进外商投资房地产管理。自通知印发
之日起，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可按照相
关外汇管理规定直接到银行办理外商直
接投资项下相关外汇登记。

此外，除上述政策调整，《关于规范
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继
续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