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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运输机在叙坠毁39人遇难

俄罗斯一架运输机 6 日在叙利
亚俄空军基地坠毁，机上 39 人全部
遇难。俄罗斯总统普京 6 日向空难
遇难者亲友和全军将士表示慰问。

据俄罗斯国防部最新消息，机
上 33 名乘客和 6 名机组人员均为俄
军军人，其中有一名将军。该空难或
由技术故障引起。

▋据《环球时报》

美国时间 3 月 6 日，福布斯发布的 2018 年度
全球亿万富豪榜显示，2018 年共有 2208 名身家
达十亿美元的亿万富豪上榜，创下纪录。来自中
国内地的新上榜富豪最多，达 89 位；其次是美国，
有 45 位新上榜富豪。身家达到 1120 亿美的杰

夫·贝索斯第一次成为首富，比尔·盖茨和沃伦·
巴菲特位列第二、第三位。马克·扎克伯格排名
第五，身家为 710 亿美元。中国有马化腾、马云、
李嘉诚等上榜，三人分别位居第十七、二十、二十
三位。 ▋据中新社

福布斯2018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

中国新上榜富豪最多

1月3日，宿州市埇桥区被安徽省食安
办确定为第二批“全省食品安全示范区”。
自 2016 年 5 月全面启动创建工作以来，埇
桥区委、区政府按照“四个最严”要求，主动
适应体制转换，大力推动“互联网+”新技

术、新模式、新理念与监管工作深度融合，
精心部署，主动作为，强基健制，多方联动，
实现食品安全整体水平、食品安全治理能
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水平和公众满意度
明显提升，创建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党政同责“实”下去。区委区政府高度
重视食品药品安全，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
年度绩效目标责任考核，实行“一票否决”；
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领导亲自动员部署
创建工作，实行逐级包保责任制，在全区乡
镇、街道建立 806 名食品药品安全“四员”
队伍，推动“四有两责”在基层落地生根。

风险防控“兜”得住。最大力度地推进
了创建目标的精准细致落实，使食品行业
从农田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到餐
桌，进行了全方位的强化监管与规范。已
建24个食品安全快检室，26个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运行有效，全区共抽检各类食
用农产品样品3246批次，合格率100%，充
分发挥了“初筛网”作用;全区已完成 1506
家食品药品企业风险分级管理，实现监管
全覆盖，确保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强化市场
开办者和经营者主体责任，实现食用农产
品“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
究、公众可查”的目标；授牌一批餐饮示范
街、示范单位，充分发挥典型示范榜样引导
作用。两年来全区完成217家“明厨亮灶”
建设，让“安全”成为埇桥区餐饮业最硬气
的“招牌菜”。

稽查执法“亮”出来。贯彻“最严厉处
罚”要求，严打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为，创
建以来，共出动执法人员 9181 人次，检查
生产企业468家，监测养殖场所5671家,全
区共立案 266 件，结案 248 件，罚款 187.61

万元，移交司法机关2件，销毁各类假冒伪
劣食品案值100万元。形成打假治劣高压
态势。

社会共治“建”起来。整合社会各方资
源着力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建
共享。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开展信用等级
评定和实施联合惩戒。与监管对象全面签
订安全责任书，提高企业责任意识、自律意
识。2016 年以来，“12331”热线共受理各
类投诉举报553起，“企业自律、政府监管、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食品安
全社会共治格局已初步形成。

埇桥区将以安徽省食品安全示范区获
得为新的起点，努力把示范区打造成落实

“四个最严”的样板区、实践“四有两责”的
先行区、促进社会共治的示范区。

杨柳

埇桥：全域全链全品全面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区 提升百姓民生福祉

市委常委、区委书记王启荣调研食品安全

为进一步优化河道环境，努力达到河长制“河畅、
水清、岸绿、景美”的总目标。近日，合肥市高新区长
宁社区服务中心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与保洁公司签
订施工合同，开展了河道垃圾清理工程。

此次工程为期 20 天，共出动人员 510 人次，铲车
46 车次，船 19 只次，已装运垃圾 65 车，清理河道 15.4
公里，河道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加强河道保洁 打造美丽高新

拍卖公告
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定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 时至 2018 年 3 月 29 日上午 10 时止（延
时除外）在“公拍网”进行网络司法拍卖活动，现公
告如下：

1、拍卖标的：合肥市龙岗开发区通达路义乌商
城一期D301室房屋（产权证号：肥东036506号）。
建筑面积139.50㎡，钢混结构，房屋规划用途为商
住，实际用途为住宅。参考价：102.7242万元。

2、咨询展示及报名竞买事宜详见合肥市瑶
海区人民法院在“淘宝网”发布的《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
拍卖辅助机构：安徽双赢集团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玉兰大道777号双赢大厦

1711室。
咨询电话：0551-63506019。联系人：王先生。
法院监督电话：0551-65352785。

公 告
合肥市藕塘路金荷苑6幢东侧两间半

门面承租人黄传东，自 2017 年 11 月 18 日
至 2018 年 2 月 17 日你户已欠缴租金伍万
柒仟伍佰元整。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第十
条相关约定，我司将解除合同收回房屋。
请务必于公告发布后三日内将房屋所有
物品清空，如逾期未清，你户所有遗留物
品均视为废弃物，由此产生的一切相关法
律责任与后果均由你户自行承担。

合肥庐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18年3月8日

彩票开奖台
中国福利彩票“东方6+1”玩法

第2018026期

中奖号码：基本号码841930

生肖码：马

中国福利彩票“乐透型15选5”玩法

第2018059期

中奖号码：02、08、12、14、1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玩法

第2018026期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06、08、10、11、12、14、28

特别号码07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

第2018059期中奖号码：947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3”开奖公告第2018059期

中奖号码：755

全国联网电脑体育彩票

“排列5”开奖公告第2018059期

中奖号码：75568

全国联网电脑体彩“超级大乐透”

第18026期

中奖号码：01、02、03、04、30+03、05

照片中一只顽皮的叶

猴抓住妈妈的尾巴荡秋千，

并利用妈妈的尾巴作为绳

子攀爬上树，而它的一只猴

子同胞则目睹了一切并向

它投去嫉妒的目光。

▋据中新社

印度顽皮小猴
抓住妈妈尾巴荡秋千

机器人加州快餐店做汉堡
每小时烤150个肉饼

一台名为“翻翻”的机器人5日正式上岗，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快餐店帮忙做汉堡。“翻翻”其

实是一条机械臂，固定在“卡利堡”快餐连锁店加州

帕萨迪纳分店厨房地板上，自动为烤架上的汉堡肉

饼翻面，每小时能烤制150个肉饼。 ▋据新华社

英国变废为宝新发明：
嚼完的口香糖可加工变鞋底

每年地球人花大约 140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1230.26 元)买口香糖，但这些口香糖大部分的“结

局”都是粘在马路上或鞋底上。据外媒报道，英国

近日发起了“口香糖运动”，一位设计师设计了口

香糖鞋底及口香糖回收桶，促进节能环保和公共

保洁。 ▋据中新社

骑车会损害男性生殖系统健康？
最新研究称不会

据外媒报道，骑自行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出行及
锻炼方式，但经常有人担心，长期骑自行车会不会影响
男性生殖系统健康。据外
媒报道，最新一项研究结
果显示，骑行不会给男性
性健康、泌尿系统功能带
来不良影响。

▋据中新社

说事 SHUO SHI

金钱可否能买到快乐呢？据外媒报道，美国普
渡大学研究人员的回答是：可以。从国际上来看，年
薪9.5万美元的人最快乐。不过，世界各地快乐的价
格都不一样，有时候赚太多，反而会有“副作用”。

据报道，安德鲁·杰布领导的盖洛普国际民调
访问了全球170万人，计算出了“最快乐年薪”。研

究人员发现，国际上来看，年薪 9.5 万美元的人最
快乐，其“生活满足度”最高，但当收入上升到某一
个点时，生活满足程度会开始逐步下跌。据悉，

“生活满足度”是一项整体评估，计算方式包括受
访者会否有更远大的目标推动，或是容易与他人
比较等等。 ▋据中新社

有钱就快乐？
美研究称年薪9.5万美元者“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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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一对兄妹雅各布（14 岁）与索菲亚（5

岁）相继被检测出罹患脑癌，院方也贴心将两人安

排在同一间病房。小小年纪的索菲亚似乎知道哥

哥的病情比自己严重许多，有时会站在床边握着对

方的手，似乎是在相互打气加油，近期一张兄妹俩

紧紧互拥的照片更是感动许多网友，只因为哥哥觉

得自己再过不久可能就会病逝。 ▋据《环球时报》

加拿大兄妹相继患癌
互相拥抱打气感动众人

图说 TU SHUO趣图 QU TU

猴妈妈正在教训小猴子小猴抓住妈妈的尾巴往上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