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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0 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媒体记者在居民楼
倒塌事故现场附近报道。 土耳其内政部长苏莱曼·索伊
卢 9 日晚说,伊斯坦布尔市 6 日发生的居民楼倒塌事故已
造成 21人死亡、14人受伤。

新加坡《海峡时报》2
月 10日文章,原题:从香港
乘高铁到北京

我上次在中国旅行
2000 多公里,是乘坐从北
京 到 昆 明 的“ 慢 速 ”火
车。那是 2012 年夏天,火
车上挤满人,以平均 68 公
里的时速行驶。许多人只
买到站票,就在过道里站
着,或坐自带的折叠凳。
入夜,有人睡在洗手间、座
位下。一路 44 小时,吃了
7餐,火车才到达西南省份
云南的昆明。

快进到 6年后的今天,
我坐上中国最快的列车
——据说平均速度每小时
300 多公里。我乘坐的是
新开通的从香港到北京的

“ 复 兴 号 ”。 全 程 将 近
2500 公里,耗时不到 9 小
时。在这 6 年里,中国的
高速铁路网络增加 3 倍
多,达到 2.9 万公里,高铁
里程是全世界最长的。

高铁离开香港时,我
所在的二等车车厢里很
空。车厢有 90 个二等座
位,只坐了 5 个人。但我
们离开下一站——深圳北
时,整个车厢就被坐满,连
过道都放了行李箱。

中国高铁或许不比别

国的高铁快很多,但论支
付 的 快 捷 方 便, 无 出 其
右。购买快餐、零食不必
找零钱,就像中国大多数
售货员一样,乘务员更希
望顾客手机扫码支付,这
样也省去大家的麻烦。每
个座位都有二维码供车上
订餐。

在长沙, 我用 App 预
订下一站的炸鸡、薯条、玉
米和蛋挞。大约一小时后,
车刚驶出武汉,乘务员就把
东西送到我面前。31岁的
信息技术顾问辛格·巴辛是
住在香港的印度人。他用
汉语普通话告诉我,他会选
择坐火车而不是飞机,因为
相比时常延误的航班,高铁
更准时、便捷。

列车北行一路顺畅,
抵达北京还不到下午 5
时。旅途很舒适:座位前
的空间足够大,小桌板能
放移动设备、书或笔记本
电脑,适合看电视、打游
戏、阅读或工作。也许太
舒适了,邻座旅客一路上
大部分时间都在酣睡。她
说:“9 个钟头的旅行一点
儿不觉得累,我感到自己
刚刚醒来。”对我来说,让
人高兴的是终于不用算着
一路上还要吃几顿饭了。

新加坡记者:坐高铁
体验从香港到北京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
电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
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9 日,全
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
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
81.6 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
社会组织 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我
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力度
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

动脱贫攻坚的重要力量。
2017 年 12 月,《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
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
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外
公布,强调了社会组织在打
赢脱贫攻坚战中的重要作
用,明确了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的重点领域。

一年多来,各级各部门
积极推动,大批社会组织积
极参与、主动作为,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民政部专门成立了引

导社会组织支持深度贫困
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
组,先后组织中国扶贫基金
会、中国慈善联合会等 180
家全国性社会组织,召开多
场动员会,通过树典型带动
全面、抓重点推动整体的
工作方式,引导全国性社会
组织积极与深度贫困地区
对接,将扶贫资源向深度贫

困地区倾斜。
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

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中,
民政部对在“三区三州”等
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贫的
社会组织予以倾斜,2017年
和 2018 年立项 290 多个,项
目资金 1亿多元。

在各地方,力度同样不
断加大:江苏省民政厅参与
苏陕扶贫协作,与陕西省民
政厅筛选出首批 47个社会

组织扶贫项目,提供技术、
服务和物资支持总计超
2000万元;北京、天津、河北
民政部门发挥协同作用,开
展京津冀社会组织脱贫攻
坚系列活动,投入扶贫资金
超 4亿元;浙江、山东、广东
等地民政部门也积极引导
本省社会组织到对口帮扶
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脱贫
攻坚工作……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为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提供方便、创造条
件,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
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同时也将依法对社会
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中弄虚
作假的行为进行公开曝光
批评,对假借扶贫名义搞各
种违法犯罪活动坚决予以
打击。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过81万
成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2 月 10 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航天成就展台前人头攒动。 春节期间,“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迎来持续参观热潮,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达 6.8 万人次。据统计,大年初一至初六,累计
现场参观人数超过 35.8万人次。

2月 10日,微信官方发布 2019年春节数
据报告。数据显示,从除夕到初五,微信消
息发送量同比增长 64.2%,8.23亿人次收发微
信红包,微信运动全体用户走出 9.63 亿步。
有趣的是,随着候鸟人群返乡,春节期间在
非常驻地的微信支付消费共产生了 12.4亿
笔。

除夕到初五
8.23亿人次收发微信
红包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
电 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黄
金周”,消费亮点多多。据商
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春节
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
销售额超过 1 万亿元,网络
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
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
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
正月初六(2月 4日至 10日),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

售额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
节黄金周增长8.5%。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
商务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
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智
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方
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
长。各大电商平台坚持春节
不打烊,让消费者在节日期
间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
务。某电商平台春节期间销
售额同比增长40%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
夜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
节餐饮市场主角,各地餐饮
企业年夜饭预订火爆。许多
餐饮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成
品及半成品年夜饭外卖、厨
师上门制作年夜饭等服务,
某外卖平台年夜饭订单量同
比增长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
闲旅游、观影观展、民俗活动
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欢

迎。北京地坛、龙潭两大庙
会日均接待游客 28万人次,
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
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20万人
次。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
示,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
场运行平稳。36 个大中城
市大米、面粉价格均与节前
一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上
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比节前上涨 4.4%。

猪年春节钱花哪?
黄金周零售餐饮破万亿元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 2 月 10 日发表年度
国情咨文时表示,政府将大幅提高多子女家
庭的财政补贴力度,以鼓励妇女生育,提高新
生儿出生率,应对匈牙利人口减少的状况。

新加坡联合早报 2月 11日报道,欧尔班
说,这一政策主要包括:生育四个或更多孩子
的女性,可以终生免缴个人所得税;年龄低于
40岁的女性首次结婚,可以申请 1000万福林
(约 5 万新元)的贴息贷款。如生育两个孩
子,可以免除其中三分之一的贷款,生育三个
孩子可以免除所有贷款。

欧尔班称,对西方国家而言,欧洲生育率
下滑的解方是移民:“每少一个孩子,应该多
一个人入境,人数就没事了。但匈牙利人的
想法不同。我们不需要人数,我们需要匈牙
利儿童。”

其他几项鼓励生育的计划还包括:在未
来三年增加 2.1 万间托儿所,多投入钱财至
匈牙利健康照护体系,提供买房补贴,政府对
购买七人座汽车的家庭也会提供支持措施。

匈牙利出大招儿
鼓励女性生育

根据印度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截至 2
月 10日,印度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 8日发生
的假酒事件死亡人数达 104 人。目前警方
已查获假酒超过 1万升,抓捕 215人。

据《印度时报》10日报道,该假酒事件死
亡最初报告时间是 2 月 8 日,北方邦巴哈卢
普尔村部分村民 7 日晚赴北阿坎德邦参加
葬礼并饮酒后死亡。警方称,北方邦的受害
者参加葬礼时饮用了假酒,很多人返回时还
把假酒带回家。目前上述两个邦的首席部
长已表示,将向每名死难者家属发放 20万卢
比(约合 2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

印度农村经常发生不法商人兜售假酒
造成集体中毒的案件,这类假酒常掺兑工业
酒精,可致人死亡。

印度假酒致百余人死亡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
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
获悉,2016 年至 2018 年,全
国检察机关办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
势。其中 2018年,起诉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
件被告人 15302 人,起诉涉
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被告

人 1962人。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从检察机关办理非
法集资犯罪案件的情况看,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现高
发多发态势,特大规模非法
集资案件不断增多;犯罪手
段不断翻新,欺骗性和迷惑
性增强,一些违法犯罪分子
以金融创新为名实施违法

犯罪活动,涉案公司也从层
级简单的“作坊式”组织向
现代化企业模式转变,具有
金融专业背景的涉案人员
明显增多;利用互联网实施
非法集资犯罪较为普遍,危
害后果更趋严重;追赃挽损
难度进一步加大。

据介绍 ,近年来全国
各级检察机关着力办理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加强
组织领导 ,强化非法集资
犯罪案件督办指导 ,及时
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 ,
完善专业化办案机制 ,加
强以案释法做好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 ,加强协作配
合、形成打击合力。

最高检:非法集资犯罪呈高发多发态势

当 地 时 间
2 月 10 日,英国
伦敦举行庆祝
中国春节的游
行 庆 典 活 动,
古 装 美 女 、熊
猫、舞狮舞龙、
扇子舞等中国
特 色 元 素 吸
睛。

春节黄金周步入尾
声,不少精明的市民已经
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节后的
春季产品,不少旅行社也
展开了节后旅游市场比
拼。旅行社方面表示,2月
下旬到 4月的出境游产品
已经全面开售,出游成本
大幅度降低,价格较春节
普遍下调 30%—50%,不少
线路处于全年价格“低
位”。

随着春节黄金周进入
尾声,出游人流和旅游市
场的“供需关系”也发生
了转变,旅游目的地进入
传统淡季,各大航空公司、
酒店和地接等费用也在节
后出现“跳水式”降价。
据广之旅介绍,从节后出
境游产品资源的采购价格
来看,机票、酒店及地接费

用普遍下调 20%—40%,受
惠于此,团队游价也普遍
下降 30%—50%。其中,降
幅最为明显的是东南亚海
岛产品,降幅最高达 54%。

“从现在起到 3 月底,
将是一年之中旅游价格最
为优惠的时间段。”广之
旅副总裁温前说。

市民郭女士告诉笔
者,她原本希望在春节与
丈夫到巴厘岛游玩,早早
就开始做计划,却因为丈
夫临时接到值班通知,只
能将春节出游计划推迟到
节后。她选择了节后出游
的线路,比春节期间出发
便宜了近 2000 元。业界
人士称,不少消费者选择
节后淡季出游,将为节后
淡季旅游市场注入活力。

节后出游成本
普遍下调三至五成

除夕到初五期间,在微信中发生的消息
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8.23 亿人次
收发微信红包,同比增长 7.12%。除夕这一
天,用户们在微信上的活动最频繁,单日消
息和朋友圈信息量达到顶峰。其中,90后正
在成长为移动互联网世界的主宰,实现了发
出最多条微信消息、最多条朋友圈、最多个
表情包,以及收发最多次微信红包的“四个
最”。

除夕到初五的红包收发总量排名中,北
京、广州、重庆成为 TOP3。其中,收发量最
大的北京被誉为“年度红包城市”,同时因红
包发送和收取量均为最大,成为被人羡慕的

“最懂得爱与被爱滋味”的城市。

收发红包总量排名
北京广州重庆居前三

春节假期被许多人视为进行社交、运
动和充电的黄金时段。

除夕到初五,微信运动全体用户共走出
了 9.63亿步,同比增长 50%。按照平均每步
0.5 米计算,微信运动全体用户已经“走完”
地球一圈,其中,1.3 亿人走出超过 10000 步
的成绩。大年初一的国民运动量形成两极
分化,这一天步数超过 10000步的人最多;但
同时,微信运动不足 100步的人数也最多,其
中 80后与 90后整体占比 60.7%,超越了国庆
时的 56%,这一次“百步青年”们宅得更加彻
底。

许多人选择用微信读书或小游戏度过
这段休闲时光。除夕至初五,微信读书全体
用户共阅读 1510 万小时,其中 90 后阅读时
长最长。电影《流浪地球》热映带动了阅读
原著的热潮,微信读书数据显示《流浪地球》
成为春节最受欢迎书目。

正月初一宅男宅女多
80后 90后占比超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