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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豪国际集团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被约谈

万豪中文网站和APP关闭一周
据新华社 1 月 11 日电 1 月 11 日，上海
网信办相关负责人针对“万豪会员邮件事
件”紧急约谈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
和万豪酒店管理公司上海负责人，责令其
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 APP 自行关闭一周。
上海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严肃指出，万豪
国际集团在中文版会员邮件和 APP 注册页面
将港澳台和西藏列为“国家”的行为，严重违
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上海网信办责令万豪国际集团从 11 日

国家旅游局:

18 时起对其官方中文网站、中文版 APP 自
行关闭一周，开展全面自查整改，彻底清
理违法违规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对事件
的调查结果和处置情况。
万豪国际集团亚太区负责人表示，已
深刻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将立即落实各
项整改要求，以诚恳的态度回应社会舆论
和网民关切。
10 日，上海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已对万
豪国际酒店予以立案调查。

责成上海旅游局尽快查明事实
针对“万豪会员邮件事件”，国家旅
游局高度重视，立即责成上海市旅游局
尽快查明事实，
配合相关部门做出处理。
国家旅游局重申，旅游住宿业是旅
游业的核心要素，旅游住宿业形象关系
着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形象。旅游住宿企

“冰花男孩”们获暖冬补助

陕西宝鸡再现
堵高铁车门事件

爱心善款已超 30 万元
1 月 10 日中午 1 点 30 分，云南昭通市鲁
甸县新街镇转山包小学及附近高寒山区学
校的小学生，收到了云南团组织送来的每人
500 元暖冬补助，其中包括受到网友广泛关
注的
“冰花男孩”王福满。
1 月 8 日早晨，王福满穿着一件不太厚
的外衣走进教室，由于天气太冷，一路赶来
上学的他，头发、睫毛上沾满了冰霜，像顶着
一丛雾凇，脸蛋也冻得通红，眼神中却透着
乐观调皮；一双脏脏的、红肿的小手已经起
了冻疮。他站在教室里，萌萌的样子逗得同
学们哈哈大笑。老师拍下了这一瞬间。照
片传到网上后，引起众多网友关注，当天就
刷屏了，
王福满被网友们取名
“冰花男孩”
。
王福满是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新街镇转
山包小学三年级学生，他家离学校有 4.5 公
里，每天都自己走路上学。1 月 7 日夜间起，
受强冷空气影响，昭通迎来入冬以来的最强
降温，多县区的高海拔地区都下起了小到中
雪。尽管天气寒冷，但王福满一如既往天没

系夫妻吵架，
未影响列车开行
1 月 11 日，陕西宝鸡南站又
发生一起“堵高铁车门”事件，记
者了解到，事发列车从兰州开往上
海，在停靠宝鸡南站时，一女子突
然拦在车厢门口，想阻拦列车发
车。因女子与丈夫在车上吵架，而
后其丈夫在列车停靠宝鸡南站时突
然下车，女子想让丈夫回到车上，
所以拦在车厢门口，最终在车站民
警要求下，女子下车和丈夫处理矛
盾，列车正常发出并未受影响。目
前，车站派出所已介入事件调查。
（北京青年报）

亮就赶往学校，
这天是期末考试的第一天。
王福满的妈妈两年前外出打工，至今没
回来过，他和姐姐是留守儿童，与奶奶一起
生活。
对于这条艰辛的上学路，王福满表示：
“上学冷，
但不辛苦！”
“冰花男孩”的故事感动了许多网友。
然而事实上，在云南山区，像他这样的孩子
还有很多。
1 月 9 日，共青团云南省委、云南省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云南省志愿者协会启动“青
春暖冬行动”，倡议社会为家庭经济困难青
少年、留守儿童送去关爱和温暖。所有爱心
捐款，将以每人 500 元的标准给予困难孩子
一次性暖冬补助。
“青春暖冬行动”得到了社
会的大力支持，截至记者发稿时，云南青基
会通过腾讯公益众筹、新浪微公益众筹等方
式面向全社会筹集暖冬爱心善款共计 30 万
余元，
并且还在增加。
（综合新华社、央视）

中国禁“洋垃圾”

促欧盟拟征“塑料税”

孩子双手满是冻疮。

巴菲特

唱衰比特币
预测比特币“迟早会跌”，说绝不
会投资比特币或其他虚拟货币

美国著名投资人、
“ 股神”沃伦·巴菲特
10 日预测比特币“迟早会跌”，说他绝不会投
资比特币或其他虚拟货币。
现年 87 岁的巴菲特接受美国消费者新
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说：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
说，虚拟货币不会有好下场。
”
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合伙
人查理·芒格持类似观点。芒格把比特币描
述为“泡沫”，
“投资者感到兴奋，因为现在价
格上扬，而且这玩意听似有股‘摩登’味儿。
但我一点也不兴奋”
。
芒格对虚拟货币一直持审慎态度。去

年 ，他 说 虚 拟 货 币 价 格 疯 涨“ 完 全 是 瞎 胡
闹”。他在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演讲时说：
“哪怕只是停下来想想，我都觉得愚蠢透了。
那些恶劣的人、疯狂的泡沫、糟糕的点子，诱
使大家往脑子里塞入那种无需卓见、不必劳
力就可轻松赚钱的观念。
”
最近数月，比特币价格暴涨，
连美国不太
景气的老牌影像企业柯达公司都宣布进军虚
拟货币市场。柯达 9 日宣布将推出自己的虚
拟货币
“柯达币”，
股票价格当天便翻了一番。
然而，柯达等企业的“进场”时间恰逢虚
拟货币风险预警提升、泡沫加剧之时。2017

业要立即对企业网站和 APP 上的信息
进行全面排查，严格遵守我国法律法
规，坚决杜绝出现上述类似事件。各级
旅游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日
常监管，引导企业规范经营，对违法违
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中新网）

年 12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醒投资者谨
慎购买虚拟货币。
随着比特币交易节节攀升，这种虚拟货
币成为黑客攻击的新目标。例如，斯洛文尼
亚一家比特币“挖矿”企业 2017 年 12 月遭黑
客攻击，失窃 4700 枚比特币，损失接近 8000
万美元（约合 5.2 亿元人民币）。
另外，鉴于虚拟货币可匿名、不受国界限
制、不易追踪等特性，
不少犯罪团体把虚拟货
币当作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犯罪活
动的工具。近来，全球多国对虚拟货币加强
监管。
（据新华社专特稿）

欧洲联盟委员会分管预算事务
的委员京特·厄廷格 10 日说，由
于中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欧盟
打算对塑料包装征税，以减少塑料
包装对环境的污染，填补欧盟在英
国“脱欧”后的预算缺口。
厄廷格当天在欧盟总部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说，“今年 1 月 1 日
起，中国关闭塑料废品进口市场，
不再对境外塑料废品进行再处
理”，欧盟国家塑料垃圾出口受影
响，因此欧盟希望通过征税“确保
欧洲减少塑料使用”
。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首都
更名俄使馆前街区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政府决定把
俄罗斯大使馆门前的街区更名为
“鲍里斯·涅姆佐夫广场”，称此举
旨在纪念这名三年前遇刺身亡的俄
反对派领导人。
一些俄罗斯议员批评道，美国
这一损招意在干涉俄罗斯内政。
涅姆佐夫上世纪 90 年代一度
出任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后来成为
反对派主要人物。2015 年 2 月 27
日晚，涅姆佐夫在莫斯科市中心遭
枪击身亡，终年 55 岁。俄总统弗
拉基米尔·普京下令成立专案组调
查。5 名嫌疑人被捕，去年 6 月定
罪。但涅姆佐夫的亲属认定幕后主
使仍逍遥法外。
（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