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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
表示，近日“魏则西事件”受到社会广泛关
注。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
生计生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
查。

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
卫生局、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局联合对武警
北京市总队第二医院进行调查。

卫计委网站

卫计委等部门

联合调查武警北京二院

3日下午15点26分，南京新街口隆盛大
厦失火。

据了解，大火从 6 楼外墙烧至 26 层楼
顶。在灭火过程中，不时有玻璃渣掉落在楼
下停着的轿车上，其中有奔驰、劳斯莱斯等。
起火15分钟后，明火被扑灭，暂无人员伤亡、
被困。

警方在随后的通报中称，起火原因是秦
淮区洪武路 23 号隆盛大厦 6 楼平台中央空
调组机失火。

江苏新闻广播

大火从6楼外墙烧至26层楼顶

南京新街口一大厦失火

据新华社 5 月 3 日电 陕西省纪委 3 日
发布消息，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教育部党组
同意，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
勇和张培营，因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
组织调查。

涉嫌严重违纪

西安高校两副校长被调查

据新华社 5 月 3 日电 来自英国、挪威和
以色列的三名诺贝尔奖得主2日在平壤千里马
文化会馆出席了国际学术交流会开幕式，并将
在朝鲜举办或出席相关学科的讲座和研讨会。

据介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英国
的理查德·罗伯茨，经济学奖得主、挪威的芬恩·
基德兰德和化学奖得主、以色列的阿龙·切哈诺
沃将在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和
平壤科学技术大学举办讲座和研讨会，讨论主
题包括经济政策和医学发展等。

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国际和平基
金会由20名诺贝尔奖得主赞助成立。

三名诺贝尔奖得主访问朝鲜

据新华社电 5月2日4名中国警察与意大
利警察一同走上罗马街头，启动首次联合巡逻。
这是 2014 年中法警察巴黎联合巡逻计划搁浅
后，中国警方首次在欧美国家进行类似合作。

中国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和意大
利内政部国家警察司令潘萨当天下午共同宣布
联合巡逻正式启动。按计划，本期巡逻持续两
周，中方在罗马和米兰分别派遣两名警察，协助
意大利警方处理与中国游客等安全相关的事
务，为他们与意警方沟通提供便利。

意大利内政部长安杰利诺·阿尔法诺在启
动仪式上说，这次罕见的“联合行动”旨在让中
国游客感到更加安全。

据统计，每年到意大利旅行的中国游客数
高达300万，罗马和米兰是主要目的地。

中国警察首赴欧洲巡逻

自由潜水是一项危险程度颇高的极限
运动，要求潜水者不携带氧气瓶下水，潜得
最深者获胜。

新西兰自由潜水选手威廉·特鲁布里
奇堪称自由潜水之王，自2007年创下个人
的首个世界纪录后，他于日前完成了第 16
项世界纪录。他在巴哈马群岛的迪恩蓝洞
深潜至水下 121.92 米后返回水面，全部用
时4.5分钟。

迪恩蓝洞是世界上最深的盐水蓝洞，
深约202米。 新华社微特稿

最牛潜水者再创纪录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谷歌公司
“铬”浏览器（Chrome）的市场份额首次超
越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成为全球目前使
用人数最多的浏览器。

外媒评价说，这表明谷歌正式终结了
微软在浏览器市场上的长期“霸主”地位。

据“净市场份额调查”公司2日公布的
4 月份市场数据，谷歌浏览器在个人电脑
桌面浏览器市场占有 41.7％的份额，以微
弱优势领先微软IE（41.4％）。这两大浏览
器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3 月份，谷歌浏
览器的份额为39％，IE的份额为43.4％。

据新华社电

谷歌浏览器首超IE浏览器

飞机乘客冲突事件不时见诸报端。到
底是什么让人们在飞机上那么爱发火？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商
学院合作研究显示，这都是头等舱惹的
祸！若是飞机上只有一种舱位，那么乘客
发生“空怒”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小。

研究人员研究了某家国际航空公司
500 万趟航班后发现，“空怒”的首要因素
在于“物质不平等”。飞机上设有头等舱
时，发生“空怒”事件的几率是没有头等舱
的5倍，相当于飞机延误9小时29分。

第二大因素则是“环境不平等”，当经
济舱乘客要穿过头等舱才能到达自己的座
位时，他们发怒的几率提高 2.18 倍，相当
于飞机延误5小时58分。

令人惊讶的是，头等舱不仅让经济舱
乘客心理不平衡，容易发火，还会让头等舱
乘客变得“难伺候”，发火几率增加 12 倍。
研究人员说，这或许是因为头等舱乘客感
觉自己“不一般”，让他们变得“更自私、更
爱颐指气使、目中无人”。 新华社微特稿

美加一项合作研究显示

头等舱易招“空怒”

（仅供参考）

竞彩足球推荐
周三 008 亚冠
全北现代VS江苏苏宁（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平

周三 017 欧冠
皇马VS曼城 （单场赛事）
胜平负推荐：平

周三 007 亚冠
平阳 VS 东京FC
胜平负推荐：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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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彩网：www.lottery.gov.cn
江苏体彩网：www.js-lottery.com
中奖查询电话：86613567

体彩

4 月 13 日，体彩大乐透第
16042 期开奖，新疆鄯善县连
木沁镇的一位大叔中了 5 注一
等奖外加派送奖金，合计 5141
万元，并成为新疆体彩历史上
中奖最高的彩民。今晚开奖
前，大乐透奖池已达 28.61 亿
元，再创中国彩市奖池纪录。

中奖的鄯善彩民是一位做
餐饮的维吾尔族大叔。他的儿
子阿先生告诉记者，当时阿先生

接到了爸爸的电话，说是好像中
了500万元，让他看看是不是真
的。结果，在网上查询了开奖结
果后，吓了他一大跳。“我告诉爸
爸中了5000多万元，他不信，说
一等奖只有 500 万元，咋会有
5000多万元呢！”阿先生说到这
里笑了起来。原来，这次大乐透
派奖，每注一等奖奖金有876万
元，此外每注还派奖 151 万元。
而阿先生的爸爸却阴差阳错把

一注号买了 5 倍，就这样，幸福
来了挡也挡不住。

得知父亲中奖之后，阿先生
和哥哥从乌鲁木齐赶回了在鄯
善的家。家里人开会之后，爸爸
决定要用这笔奖金支持孩子们
去学习和创业，此外，他们想给
南疆的贫困地区捐建一所学
校。到了自治区体彩中心，阿先
生的父亲还没领奖，就决定要捐
出40万元，为南疆贫困地区的乡

村学校和双语幼儿园改善环境。
5月2日晚，大乐透迎来“五

一”小长假的最后一期开奖，当
期一等奖全国无人命中，二等奖
开出41注，单注奖金19.9万元，
其中有 25 注是追加投注命中，
每注多得奖金11.9万元。

而在 16050 期开奖过后，
大乐透奖池也大幅上升，由开
奖前的 28.15 亿元，攀升到了
28.61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与

此同时，当期 1000 万元的一等
奖派送奖金也将滚入今晚继续
派送，因此今晚开奖的 16051
期 ，一 等 奖 派 送 奖 金 将 高 达
2000 万元。另外，总额为 3 亿
元的固定奖派送奖金，目前还
剩余 1.45 亿多元。“五一”小长
假过后，提醒广大彩民朋友继
续关注和支持体彩大乐透派奖
活动，不要错过博取超级头奖
和超值固定奖的好机会。 苏彩

新疆大叔领走大乐透5141万元 今晚奖池28.61亿再创新高 彩市信息

要闻速递 经济动态

A B

国际纵横

C

科技新知

D

一季度，江苏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全体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463 元，同比增长 8.5%，
继续跑赢 GDP；收入水平高出全国 58%，居全
国第4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和浙江。

一季度，在 GDP 增长同比放缓 0.1 个百分
点的背景下，江苏居民收入增速也同比回落0.3
个百分点。 新华日报

一季度
江苏居民收入继续跑赢GDP

5 月 2 日，意大利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外，
中意警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