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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信
息，5 月 22 日上午，一名冒充“乾隆皇
帝”在深圳行骗的男子刘乾珍在该院出
庭受审。

之前曾有冒充公主、格格等皇室后
裔诈骗的案子，但直接冒充皇帝本人
的，却是该被告首创。“我是乾隆皇帝，
吃了长生不老药，活了 300 多岁，掌握
着大清皇家的资产，不过这些资产被冻
结了，需要找人投入启动资金，让我去
把皇家资产解冻，你就可以获得几倍甚
至几十倍的收益……”一般人听到这种
谎言都会一笑置之，然而，深圳一名富
婆却被这名冒充乾隆皇帝的男子骗走
200 多万元人民币。而跟“乾隆皇帝”
搭伙诈骗的男子，则冒充金融大鳄索罗
斯的弟子。

“乾隆皇帝”诈骗案的起诉书目前
未公开，但跟“乾隆皇帝”合伙诈骗富婆
的另一名被告万健民已经在去年过堂受
审。从万健民的起诉书中可以看到“乾
隆皇帝”刘乾珍行骗的始末。

案情显示，2012 年左右，被害人郑
某想开办村镇银行，经人介绍认识了自
称金融大鳄索罗斯弟子的万健民。同时，
万健民还介绍郑某认识了刘乾珍。

刘乾珍谎称自己是乾隆皇帝，吃了长
生不老药，活了 300 多岁，是全世界 27 个
皇家家族之一，掌握着大清皇家的大量资
产。万健民也谎称自己是万氏家族的第九
代传人，只有通过他才能将皇家的钱解冻
出来。被害人郑某对此信以为真，被刘乾
珍以运作皇家资金以及购买玉白菜为由
骗取 222 万元。

后来，被害人郑某的老公曾有所怀
疑，在与诈骗嫌疑人沟通时，他特意做了
录音，并提供给了侦查机关。录音中，郑某
的老公就指，“你说你活了几百岁？这不科
学啊。”

从案情看来，被害人郑某被“乾隆皇
帝”骗走的钱仅是她受骗的极小一部分钱
财。她被万健民前后几次骗走的钱财，加
起来价值超过 4000 万元。

据检方指控，2014 年 5 月，被告人万
健民对被害人郑某谎称 6 月 1 日将有新
的理财投资产品“CD 单”上市，每月收益
翻倍，一年收益达十倍。郑某因此前后向
万健民转账 1000 多万元。2014 年 9 月，
被告人万健民以投资一家科技公司并获
得工业用地为诱饵，诱骗被害人郑某向其
转账 3000 万元。

中国青年网

男子冒充乾隆诈骗富婆 222万：我吃了长生不老药

5 月 19 日，长沙市民易女士在外
吃饭，买单时想通过手机进行支付，但
奇怪的是，试了好几次，都显示余额不
足，这让她觉得十分疑惑，自己的信用
卡里，明明是有好几万的余额可以使
用，怎么会没钱呢？而当易女士仔查看
了账单后，心里顿时腾起了一股怒火，
原来啊，这几万元，都被十二岁的女儿
萍萍偷偷花光了！

易女士发现，自己三万多元的透支
额度已经被全部用光，而这些钱竟然都
是被女儿萍萍在一个名叫“全民 K 歌”
的手机 APP 唱歌游戏里花掉了。

密密麻麻的扣款记录显示，易女士
的两张信用卡都是通过微信支付的方
式进行了扣除，总计三万六千多元，易
女士实在想不通过，一个唱歌软件，怎
么会花掉这么多钱？

萍萍告诉记者，18 日晚上，她先是
充值了五十多元，购买了虚拟礼物打赏
粉丝，没想到，粉丝们一起哄，萍萍就控

制不住地往里充钱送礼，不到三小时时
间，就把三万多元全部花光。

易女士的家庭条件并不好，全靠丈夫
在外打零工挣钱，这三万多元，几乎就是
全家一年的总共收入。

一夜之间，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就这么
没了，这事放在谁身上都不好受，事情发
生后，易女士夫妻俩是既着急又心痛，女
儿萍萍是吓得不轻，完全没有了平日里
活泼开朗的样子，不过，易女士觉得，开
发这个唱歌软件的公司脱不了干系。

易女士质疑，女儿在 18 日晚上充值
之后，游戏公司并没有通知易女士，而是
直到第二天才发了一条余额不足的信息
给自己，这是导致自己损失巨大的一个
原因。

事情发生后，易女士向该公司进行了
反映，但对方并没有给出直接答复，只是
将萍萍的账号进行了冻结，易女士觉得，
游戏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目前，事
件正在处理当中。 新文化报

12岁女孩网上K 歌 3小时花 3万 花光父母一年收入

5 月 15 日，省政府召开“打造人才
发展制度优势，为合肥科学中心建设提
供有力人才支撑”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
“科学中心人才 10 条”，为科学中心引
进高精尖人才量身定制政策优惠，如可
享受个税优惠减免、在科学中心工作且
作出重要贡献者可享百万元奖励等。

出入境便利：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包括七大

平台，在信息、能源、健康、环境等重点领
域急需一大批高精尖人才，“科学中心人
才 10条”为其量身定制。

发布会上公布，将为外籍高端人才
提供签证居留便利。其中规定，对符合认
定标准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及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经当地人才主管部门推荐，可
直接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对在当地工作、
学习、探亲以及从事私人事务需长期居
留的，可以按规定签发有效期 5 年以内
的居留许可。对具有创新创业意愿的外
国留学生，可以凭我国高校毕业证书申
请 2 至 5 年有效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
（加注“创业”）。

待遇：享受个税优惠减免
高收入意味着要多交税，可是这些

高端人才能享受个税减免。其中，高校、
科研机构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以股权或出
资比例形式给予科研人员的奖励，获奖
人享受递延至取得分红或转让时适用
20%税率征税优惠。非上市公司授予本
公司员工的股权奖励，符合规定条件的，
享受递延至转让该股权时适用 20%税率
征税优惠。个人获得省政府、国务院部委
和部队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
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
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免纳个人所
得税；个人因作出突出贡献从省级以下
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取得的一次性奖励收
入，不论其奖金来源，享受按 “偶然所
得”20%税率征收个税。

奖补激励：作出重要贡献者将奖百
万元

记者在会上还获悉，我省将建立政
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奖励为主体、社
会力量奖励为补充的分层次多样化人才
奖励体系。对在科学中心工作并作出重
要贡献、成就突出的，不受国籍限制，可
参评“安徽省突出贡献人才奖”，每人给
予 100 万元奖励。允许外籍人才依法平
等参与国家及省科学技术奖励评选活

动，申报省内重点人才工程。
同时，加大引才奖补力度，引进人才工

资性年收入超过 50万元、纳税 10万元以
上者，在首个管理期内，省市两级财政按实
付薪酬的 50%资助奖补用人单位用于引才
工作，每人每年最高可达 100 万元。管理期
一般在 5 年以下，奖励资金省、市按 1∶1
比例承担。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省政府
一次性配套给予 100 万元生活补助，其中
国家“千人计划”短期项目入选者每人 30
万元。

编制职称：引进的海外人才高级职称
可自主评定

对于这些高端人才还将开辟职称绿色
通道，如科学中心引进的海外人才高级职
称实行自主评定，由两名同专业领域正高
级职称人才推荐，经科学中心职称评审委
员会评审，报省主管部门备案。职称评审重
点看能力、业绩贡献和业内公认度，不受身
份、任职年限等限制。

同时，创新编制岗位管理，支持科学中
心用人单位设立特设岗位和流动岗位柔性
引进人才，不受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
比例限制。畅通科学中心高层次人才在全
省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流动渠道。

生活配套：探索建立国际医疗结算体
系

对于高端人才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将有
配套服务。教育方面，对引进国际国内高层
次人才，充分尊重本人意愿，为其未成年子
女优先安排学校就读。增设外籍子女学校
或开设国际部，外籍人才子女就学可实行
弹性学制。另外，其配偶工作安排保持原单
位编制性质和职级。

住房方面，加快合肥市人才公寓房建
设，优先保障科学中心引进人才 90 至 220
平米的住房需求。医疗方面，为外籍人才提
供预约诊疗和外语服务，在部分省重点医
院设立国际医疗部，积极引进现代医疗机
构临床技术与服务管理理念，探索建立国
际医疗结算体系。

向非本地户籍引进人才发放“江淮优
才卡”，作为持有人在本地居住和工作的
证明，用于办理具体事务。持有人凭卡可直
接到相关部门办理住房、配偶就业、子女入
学、医疗保险等手续，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在外籍人才集聚地试点建设国际社区和街
区。探索建设合肥国际人才城，打造人才要
素集聚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载体。

江淮晨报

安徽发布“科学中心人才 10条”
突出贡献人才可享百万重奖

前几天，临桂县一彩民中出双色
球 3054 万多元巨奖，成为 2017 年全
区福彩首位千万元大奖得主。大家还
在议论到底谁是幸运儿的时候，这名
大奖得主早已悄悄将大奖领回家了。
值得一提的是，大奖得主曾把中奖彩
票扔掉，差点错失 3000 多万元，所幸
后来从垃圾桶里翻出来才得以保全!

4 月 30日晚，双色球第 2017049
期开奖，当期全国开出一等奖 7 注，
单注奖金为 763 万元。其中广西中出
4 注，4 注都出自一张 10 元单式倍投
自 选 票 ， 售 自 桂 林 市 临 桂 县
45044102 号投注站，中奖者收获总
奖金高达 3054 万多元。

5 月 5 日上午，广西福彩中心兑
奖室迎来了一对夫妻。当丈夫掏出一
张双色球彩票要求兑奖时，工作人员
核对彩票后惊呆了。原来，他就是
3054 万多元巨奖中奖者!

据了解，大奖得主姓刘(化姓)，30
岁左右，是桂林本地人，在当地某单位
上班，是名有着 10 多年购彩经验的
老彩民。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
到福彩双色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地爱上它。“我现在几乎是每期必追，
购彩早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刘先
生表示，自己购彩金额一般不大，每期
多在十几元，选号码也定期追号。这次
中奖的号码，整整守了 3 年，惊喜地

守到了 3054 万多元大奖!
刘先生谈起自己的中奖过程，真

让人为他捏一把汗!他说，5 月 4 日上
午 9 点左右，自己路过投注站，进去
还没查看前两期的中奖号码，就习惯
性地让销售员打出一张同样号码的新
彩票，接着顺手就把旧彩票丢进垃圾
桶。当他拿着新打的彩票，站在投注站
挂放的走势图前研究号码，看来看去
怎么自己的号码与前一期的开奖号码
一模一样?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才想明
白自己已经中了一等奖! 他立即转
身翻找垃圾桶，从垃圾桶里捡回了自
己中了 3000 多万元的彩票。好险呀，
差点与千万元大奖擦肩而过! 握着失

而复得的彩票，他庆幸又激动。
确认中奖后，刘先生第一时间打

电话告诉了正在上班的妻子，其妻子
不以为意，还以为老公在开玩笑。直到
晚上回到家，妻子看到了刘先生的彩
票，又上网核对了号码，才相信真的是
天降鸿运。当晚夫妻俩辗转反侧一夜
未眠，第二天清早从临桂出发，来到广
西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

说到这笔巨奖如何使用时，刘先
生“花式虐狗”撒了一把狗粮，他笑言
“所有安排都听老婆的!”在此，我们
也要提醒各位彩民朋友，购买彩票后，
请妥善保管，认真核对中奖信息，以免
与大奖失之交臂。 南宁晚报

好险！双色球 3054 万元大奖竟是从垃圾桶捡回

这个 5 月,几个大国都发出了有
关可燃冰的消息。中国 5 月 18 日宣
布在南海试采可燃冰成功。此前,美国
于 12 日宣布正在墨西哥湾开展可燃
冰钻探研究,日本也于 4 日宣布从近
海可燃冰中提取出了甲烷。

可燃冰的优点
什么是可燃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副研
究员袁岚峰介绍,可燃冰的结构是甲烷
为主的有机分子被包在水分子组成的
“笼子”里,由于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
成分,所以其学名是天然气水合物。

它之所以被称作“可燃冰”,一方
面是因为既含水又呈固体,看来像冰,
另一方面,甲烷与水分子结合很弱,外
界稍加扰动就可以让其分离出来,很
容易点燃。

甲烷是清洁燃料, 燃烧后只生成
二氧化碳和水,如果替代煤炭,将有助
于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可燃冰储量巨大, 广泛分布于全
球大洋海底、陆地冻土层和极地之下。

有专家估计, 其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
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量的两倍。因
此, 可燃冰是一种有重大战略意义的
未来能源。

“目前全球生产模式主要依靠的
传统化石能源总会耗尽, 而可燃冰可
能大大延长这个时间, 为人类开发新
能源提供缓冲。”袁岚峰说。

大国竞相探索
可燃冰的优点吸引了全球大国竞

相研究开采手段。除了中国,美国和日
本也在尝试开采可燃冰。

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能源技术
实验室 12 日宣布, 正与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汀分校等机构合作,于 5 月在
墨西哥湾深水区开展可燃冰开采研
究,11 日已经开始了一次钻探。

美国十分重视可燃冰研究,2000
年曾通过《天然气水合物研究与开发
法案》。此后美国能源部多次拨款支
持可燃冰研究, 最近一次是在 2016
年 9月, 宣布投入 380 万美元支持 6
个新的可燃冰研究项目。开展本次钻

探的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就是受
支持的项目方之一。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 4
日宣布, 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物资
源机构成功从日本近海海底埋藏的可
燃冰中提取出甲烷。此次试验开采海
域位于爱知县和三重县附近的太平洋
近海, 估计该海域拥有的可燃冰储量
达 1.1 万亿立方米, 是日本天然气年
消费量的约 10倍。

这是日本第二次开采可燃冰。
2013 年,日本尝试过开采海底可燃冰
并提取了甲烷, 但由于海底砂流入开
采井,试验仅6天就被迫中断。本次试
验持续 12天后也因出砂问题中断,未
能完成原计划连续三四周稳定生产的
目标,12天产气量只有3.5万立方米。

中国成果领先
中国此次试采可燃冰成功, 也是

世界首次成功实现资源量占全球
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
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截至
18 日, 本次试采连续产气超过一周,

最日高产量 3.5 万立方米, 累计产气
12万立方米。

“有专家认为,从科学到技术创
新要经历知其然(发现现象)、知其所
以然 (理论理解)、造其然 (技术上可
行)、利其然(经济上可行)的 4个阶段。
中国这次突破的意义, 就是让利用可
燃冰达到了‘造其然’的阶段。”袁岚
峰说。

但是袁岚峰也表示, 可燃冰要商
业化还有许多障碍, 比如降低开采成
本、降低环境影响等。

《日本经济新闻》19 日说,日本
希望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开始可燃冰
商业化项目, 但现在看来还需要时间
研发相应技术。日本资源能源厅石油
天然气课长定光裕树表示, 由于日本
开采试验没有达到目标, 可能不得不
调整商业化的时间。

尽管大规模利用可燃冰还需等
待,但终会有到来的那一天,“届时可
能对整个人类都有巨大战略意义,”
袁岚峰说。 新华网

大国都看上了可燃冰

因 “520” 谐音 “我爱
你”，5 月 20 日也被网友称
为“网络情人节”。近年来，每
到这个日子，都会出现新人扎
堆“领证”的情形，记者从北
京市民政局获悉，20 日，北京
全市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共
有 6120 对。

趁着“网络情人节”这个
特殊日子，在北京工作的 90
后情侣艳艳和郝一名就到民
政局登记结婚，二人正式从情
侣变成夫妻。

艳艳告诉记者，他们两人
认识已经十多年了，但确定情
侣关系是在2015年 3月。“其
实，我俩早已结缘，当年，我们
是同桌，并且一个是语文课代
表，一个是数学课代表。更奇妙
的是，我俩还是同一天生日，我
是 1991 年 5 月 3 日，他是
1990年5月 3日。”艳艳说。

为何选择“520”这天领

结婚证？艳艳说，主要是因为
他们两人都是 5 月份生日，
正好“520”有“我爱你”的
特殊含义，于是选择了当日
领证。

“对于这一天，其实，我
俩都期盼很久，今天 6 点多，
我们早早就起床，想尽快迎
来这一特殊时刻。”艳艳说。

和艳艳一样，“网络情人
节” 成了许多年轻人选择领
证结婚的浪漫日子，这天，在
全国多地，都出现了新人民
政局门前排大队特殊景象。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每
到情人节或者 “网络情人
节”等特殊日子，新人结婚登
记的数量都会陡增。在今年
2 月 14 日“情人节”，北京
的民政部门同样迎来领证高
峰，当天，北京全市办理结婚
登记的新人共有 3062 对。

中国新闻网

“520”扎堆结婚！北京 6000 多对新人领结婚证

3 年多来，“一带一路”倡议取得
了丰硕成果。作为开放性、综合性产业
的旅游业，更是发挥了先联先通的独
特优势，正在书写着一篇丝路旅游的
大文章。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中，已有 56 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
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占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目的地总数的 37%。据测
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
旅游交流规模已超过 2500 万人次。
去哪儿网、携程、蚂蜂窝、驴妈妈等旅
游电商根据机票量和度假线路及目的
地玩乐售卖量等综合统计，“一带一
路”旅游 3 年间游客出游意愿的热度
翻 3倍。

沿线国家成为出境游热门
据统计，去年中国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游总人次是 2015 年的
2.7 倍，高于中国出境游整体水平。东
南亚目前仍是“一带一路”沿线最火
爆的出境游目的地区域；而俄罗斯、中
东欧等新兴旅游目的地增速较快，未
来有望成为中国游客出游的热门选
择。

热衷于蜜月游、毕业游、年假游、
家庭游、闺蜜游、老年游等各类需求的
中国游客踏遍“一带一路”沿线。阿联
酋旅游热度上升 132%，土耳其旅游
热度上升 106%，埃及热度上升
145%。逛清真寺、乘热气球、在吉萨高
地看日落金字塔、在扎金索斯寻找沉
船遗迹，成为中国游客触手可及的美
好体验。

数据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中，去年中国游客到访人数

最多的前十名国家依次为泰国、菲律
宾、越南、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马
尔代夫、阿联酋、柬埔寨、斯里兰卡；中
国游客同比增速较快的前十名国家依
次为俄罗斯、文莱、波兰、捷克、匈牙
利、尼泊尔、埃及、塞尔维亚、土耳其、
斯洛伐克。

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中国不
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旅游合作，“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出境
游新的发力点，国民出境游目的地日
趋多元化。如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蒙古国等原来相对冷门的目的地，在
白俄罗斯免签、“中哈旅游年” 的举
办、中蒙边境首次启动跨境铁路一日
游等政策利好的刺激下，今年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未来，随着相关
政策的推动，将有更多的“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成为中国人出境游的热门选
择。

建立旅游国际合作机制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说，千百

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铸就了丝
绸之路的辉煌历史。丝绸之路是沿线
各国的共赢之路。在“一带一路”互联
互通中，旅游具有先联先通的天然优
势。

3 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凝聚了
“一带一路”旅游发展国际共识，已建
立一系列“一带一路”旅游合作交流
机制。2015 年中国举办丝绸之路旅游
部长会议，通过《丝绸之路国家旅游
部长会议西安倡议》，各国旅游部长
一致认为要“共同打造‘丝绸之路’

旅游品牌”“推动沿线各国的市场
互换和客源互送，努力扩大人员互
访规模”。先后建立中国—东盟、中
国—中东欧、中俄蒙等一系列双边
多边旅游合作机制，举办首次中
国—东盟旅游部门会议、首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旅游合作高级别会
议、首届中俄蒙旅游部长会议、首届
中国—南亚旅游部长会议等活动，
为深化旅游“一带一路”工作提供
机制保障。中国还成立了海上丝绸
之路旅游推广联盟、陆上丝绸之路
旅游推广联盟、“万里茶道”国际旅
游推广联盟等，推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地区、省市在客源互送、线
路共建、目的地共推等方面加强横
向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和国
际区域合作发展大格局的形成，为
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合作
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新机遇；同时，
扩大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旅
游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夯实民间
友好基础，助推基础设施和经贸关
系发展。

“一带一路”旅游前景广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旅游交往日益密切，据测算，中国与
丝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规模已
超过 2500万人次。现在，中国已成
为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
的重要客源市场，随着合作不断深
化，旅游交流规模将进一步增长。国
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 期间，中
国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送

1.5 亿人次中国游客和超过 2000 亿美
元的旅游消费，同时还将吸引沿线国家
8500 万人次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
消费约 1100 亿美元。

“一带一路” 跨越东西方四大文
明，跨越了世界四大宗教发源地，跨越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三
类经济体，也连接了全球主要旅游客源
地与目的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
游资源丰富，拥有近 500 项世界自然和
文化遗产，该区域国际旅游总量占全球
旅游 70%以上，发展“一带一路”旅游
前景广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未来中国将
重点从两方面发展丝绸之路特色旅游，
一是加快“一带一路”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步伐。推动“一带”旅游向特色旅游
转型，大力发展文化体验、探险旅游、商
务旅游等旅游新业态，持续提升以西安
为代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段旅游
接待水平；推动“一路”旅游向休闲度
假升级，稳步推进三亚、海口、青岛等地
邮轮母港、游艇码头和海洋主题公园建
设，低空飞行、邮轮游艇等新型旅游产
品蓬勃兴起。一是优化“一带一路”国
际旅游发展环境。推动旅游保险国际合
作，与俄罗斯建立旅游安全合作机制，
通过国际再保险方式衔接两国保险体
系。加强与泰国、韩国等国合作，开展旅
游市场联合监管，共同应对扰乱旅游市
场秩序的问题。大力推动跨境旅游合作
区和边境旅游试验区设立工作，完成了
“两区”实地调研和政策梳理，争取早
日打通“一带一路”沿边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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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旅游 3年热度翻 3倍

文 摘

5 月 20 日，云南昆明不少新人选择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登记结婚。刘冉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