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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英女王欢迎仪式
携夫人在女王夫妇陪同下乘坐皇家马车到白金汉宫下榻

10万人次举报野一家三口吃剩菜致癌冶

“免费安装防盗报警器”居首十大
谣言

9月朋友圈

本报讯渊记者孙颖冤 9月袁占据朋友圈的那些谣言中谁占据了第一位钥 一个出现在各地袁以免费安装防盗
报警器等借口敲门的犯罪团伙袁举报次数超过 12.5万次遥 20日袁微信安全中心发布 9月谣言 TOP10袁谣言的
举报处理总量达到 1473066次袁谣言内容大都是老瓶新酒换个新的野马甲冶重新发布遥

内地游客在港被殴身亡 4人被捕
香港警方将案件改列误杀案 国家旅游局高度关注

据新华社电 香港警方表示袁
员怨日近 员员时袁在来自内地的一个
旅行团中袁 一名内地女游客与内
地女领队在红磡民乐街一间珠宝
店内怀疑因购物问题争执袁 一名
内地男游客调停期间被两名男子
袭击袁倒地昏迷送院袁于 圆园日上
午不治身亡遥 女领队及女游客则
受轻伤袁 均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
被捕遥 香港警方随后继续追查事

件袁 分别在湾仔及红磡拘捕另一
旅行团的本地领队及一名内地男
游客遥 香港警方将案件改列误杀
案袁目前有 源人涉案被捕遥

针对媒体报道的内地游客在
香港被袭击伤亡事件袁国家旅游局
高度关注袁希望有关方面尽快查明
真相袁 切实维护内地游客合法权
益遥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 圆园

日在此间表示袁事件发生后袁国家
旅游局高度重视袁 第一时间要求
国家旅游局驻港机构了解相关情
况袁 与香港旅游主管部门保持密
切联系袁 协助和支持香港特区政
府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遥 国家
旅游局希望香港方面尽快查明原
因袁妥善处理后续事宜袁采取有效
措施袁 切实维护内地游客人身安
全等合法权益遥

官员差旅费调整
海南部级800元

保安监守自盗
偷走20斤黄金

据南方都市报 深圳罗湖区一家
珠宝公司被盗 9400多克黄金袁 价值
240余万元遥经罗湖警方调查袁50岁的
嫌疑男子为该公司后勤人员袁 平时偷
窥到了金库钥匙的存放地点袁 在国庆
假期实施盗窃袁 目前男子被予以刑事
拘留袁黄金如数被追回遥

举报：125390次
谣言：野紧急通知院伊伊来了帮犯罪团伙袁南方口音袁以厂家做活动免费

安装防盗报警器等产品为借口敲门袁幸好主人及时识破袁但闻到一种呛
鼻味道噎噎冶
真相：编造的事发地点有焦作尧沧州尧菏泽等地袁除了事发地点不同

外袁其余内容出奇一致袁但各地警方均未接到类似报案遥

以免费安装防盗报警器等借口
敲门的犯罪团伙

举报：116504次
谣言：野最新消息袁根据中央电视台发布的消息袁由于微信红包被利用

成赌博工具袁将会在 10月 20日正式取消微信红包袁请各位把微信的零钱
取现袁否则将无法取出遥 冶
真相：微信团队已发出正式公告袁微信红包不会停止运营遥

微信红包功能将停止运营

举报：100871次
谣言：野扬州 56岁的戴师傅去年被查出胃癌曰他 80岁的老母亲和 57

岁的妻子今年相继被查出肠癌和胃癌遥 医生判断袁这一家三口的病因袁与
全家人长期吃剩菜剩饭以及霉变食物有关遥 冶

真相：医学专家认为胃癌尧肠癌与吃剩菜剩饭没有直接关系遥

一家三口吃剩菜致癌

谣言：野姜是中国人的重要调味品袁也为很多人所钟爱袁但网传研究
发现袁食用生姜有增加患肝癌的风险遥 冶

真相：生姜中含有一种叫做黄樟素的致癌物质袁我国易制毒化学品
管理条例中也将黄樟素列为第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遥 但适量吃姜和癌症没
有太大关系袁正常食用并没有致病的风险遥

食用生姜会增加患肝癌风险

谣言：野紧急通知院 妇幼保健院通知现在得白血病的小孩越来越多
噎噎旺仔牛奶尧可口可乐尧爽歪歪尧娃哈哈 AD钙奶尧未来星尧QQ星等都
含有肉毒杆菌袁现在紧急召回遥 冶
真相：医学界至今并没有研究可以表明这些饮品跟白血病有直接的

关联袁且提到的这些饮品本身并不含有肉毒杆菌遥 肉毒杆菌吃下去最常
见的是引起急性肠胃炎袁并不会引起白血病遥

谣言：野被狗咬伤后袁不要掉以轻心袁狂犬病的潜伏期长达 10年甚至
20年以上呢浴 冶
真相：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翔实的研究证明袁狂犬病病毒的潜伏期为 2

周到 3个月袁99%在一年内发作袁潜伏最长为 6年遥

谣言：野寻人启事袁今天上午一个 2岁多小男孩在昆明阳光小区附近
被人拐走了噎噎有线索酬金 100万浴 冶
真相：昆明市没有一个叫野阳光小区冶的地方遥 搜索这则消息的相关

内容袁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孩子在野阳光小区冶被拐遥

谣言：野吃黄鳝别吃那些又粗又大的袁都是用避孕药催肥过的遥 冶
真相：专家表示袁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袁饲料中添加激素的黄鳝袁一

个月内生长速度比不用药物的快大约 10%袁但在一个月后开始大批死
亡袁死亡率高达 50%以上遥而根据专家多年的排查结果显示袁均未发现
黄鳝有检出避孕药成分的情况遥

谣言：野小孩坐副驾袁六分三百元浴 交通新规 2015年 10月 1日开
始施行院1尧闯红灯袁记 6分袁罚 100元遥 2尧酒驾袁记 12分尧5年内不得再
考取驾照噎噎千万不要违规了袁交警动真格了遥 冶
真相：现行交规是 2013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的叶机动车驾驶证申

领和使用规定曳遥 此后并没有发布所谓野新交规冶遥

谣言：野如果有人放臭屁袁你所要做的就是吸一口气浴研究表明,闻
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得癌症尧中风等的风险遥 冶
真相：这个谣言是从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者于 2014年 4月发表

于叶药物化学通讯曳的研究报告变种而来遥 这项研究全文一个字都没
有涉及屁袁他们的主题是如何让硫化氢更好地抵达细胞遥

儿童牛奶饮品含肉毒杆菌可致白血病

昆明小男孩被拐

黄鳝养殖添加避孕药

交通新规 2015年 10月 1日开始施行

闻二手屁可以远离癌症

狂犬病潜伏期长达 15到 20年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 圆园日发布通
知袁宣布自 圆园员远年 员月 员日起调整中
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遥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叶关于调整中

央和国家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曳袁 此次调整综合考虑
近两年全国各地区宾馆渊饭店冤住宿
费价格变动尧实际工作需要尧淡旺季
等因素袁调整北京尧上海等 员员个城市
部级干部住宿费标准尧苑个城市司局
级干部住宿费标准和 猿猿个城市处级
及以下干部住宿费标准遥

此外袁拉萨尧西宁尧哈尔滨尧海口尧
大连尧青岛等 远个受地理尧气候等自然
条件限制和季节性热点影响较大的
城市试行差旅住宿费淡旺季标准遥 其
中袁海南省渊海口冤部级尧司局级和其
他人员住宿标准淡季渊3月-10月冤分
别为 800元尧500元尧350元袁 旺季渊11
月-次年 2月冤 分别为 1040 元尧650
元尧450元遥

秋日的伦敦天高气爽袁 叠翠流
金遥 当天中午袁英国威尔士亲王查尔
斯王储和夫人卡米拉到习近平下榻
的饭店袁迎请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遥

12时 10分许袁习近平夫妇在查

尔斯王储夫妇陪同下抵达骑兵检阅
场皇家检阅台遥 按英国皇家最高规
仪袁 伦敦塔桥和格林公园分别鸣放
62响和 41响礼炮遥
习近平夫妇登上皇家检阅台袁伊

丽莎白二世女王和丈夫菲利普亲王
迎接遥 仪仗队敬礼袁军乐队高奏中国
国歌遥 在菲利普亲王陪同下袁习近平
检阅了仪仗队遥

欢迎仪式结束后袁 在中英两国国

歌声中袁习近平夫妇在女王夫妇的陪同
下袁乘坐皇家马车前往白金汉宫下榻遥
女王大伦敦代表奥利沙尧首相卡

梅伦尧内政大臣梅尧国防参谋长霍顿尧
伦敦金融城市长叶雅伦尧威斯敏斯特

市长弗莱特等出席欢迎仪式遥
中午袁习近平夫妇出席了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举行的午宴遥
王沪宁尧栗战书尧杨洁篪等出席

上述活动遥

青岛大 V医生
性侵患者被刑拘

据法制晚报 20日上午袁记者从青
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了解到袁 警方根
据网络社交媒体流传的一起涉嫌刑事
犯罪信息展开调查袁于 10月 18日袁将
涉嫌强奸犯罪的嫌疑人郝某某刑事拘
留袁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遥

据此前媒体报道袁一篇名为叶微博
大 V医生郝爱勇性侵不孕不育患者曳
的长微博在网上流出遥 控诉者称 2014
年底袁她为了治疗不孕不育袁在郝爱勇
工作室接受治疗时遭遇性侵猥亵遥

资料显示袁 郝爱勇即网络上著名
的郝医生遥 是山东滨州人袁 研究生学
历袁 现任中国优生科学协会生殖医学
专业委员会筹委会主任袁 原华东优生
协会秘书长遥不过媒体经调查报道袁郝
爱勇的真实身份依然是个谜遥

此外袁 青岛市卫生监督等部门已
同步就涉嫌无证行医等违法行为展开
调查遥

据新华社电 10月 20日袁 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在伦敦骑兵检阅场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