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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装修、购家具等消费需
求吗？只要您在农行有住房贷
款，就可以申请家装贷、房联贷
等信用贷款和网捷贷网上自助
贷款。

只要您是工薪族，就可以申
请随薪贷、薪保贷无抵押信用贷
款！

详询95599

个人贷款服务农业银行个人贷农业银行个人贷，，您的需求全覆盖您的需求全覆盖！！

宝来麻将——正规、纯
正的哈尔滨麻将手游，想咋
玩就咋玩，扫码安装宝来棋
牌APP，送房卡金币大礼！

400400--619619--70087008客服电话：
客服（微信号）：baolaikefu冰城本土麻将

边胡 夹胡 自摸
支对 三七夹 单调夹 摸宝胡
大风 红中宝 先打后抓 上听宝中宝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办理工银长隆
卡即送 3000 长隆积分，卡片有效期内各
主题公园门票享 5折优惠 1次，每人每园
限购门票 1 张，热门设施享优先参玩礼
遇，更多优惠详询95588 工商银行

乐游长隆
门票半价不排队

“枯枝开花，泡水一周见证奇迹。”这是
很多淘宝卖家对野生兴安杜鹃的产品介绍，
人们在感叹造物神奇的同时，更惊艳于杜鹃
花的山野仙姿。但很少有人关心，这段花期
只有10多天的50厘米左右的枯枝，却要在生
存环境严苛的山野沟谷中挣扎五个年头以
上才能长成。

在淘宝网搜索“兴安杜鹃”这一关键词可
以查询到，目前淘宝店铺售卖野生兴安杜鹃的
商户有144家，相关产品近500款。野生植物
资源成了不良商家牟利的热销产品，甚至有店
家冠冕堂皇地将盗采销售行为与“公益捐赠”
挂钩——“该商品参与了公益宝贝计划，卖家
承诺每笔成交将为扎根乡村绿色生态文明学
校捐赠0.02元”，一己私利披上公益外衣，野生
植物成了无良商家名利双收的创业资本。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记者就众多读
者呼吁“兴安杜鹃下架”积极沟通淘宝，也将
大兴安岭地区相关部门下发的《关于禁止采
集和销售兴安杜鹃的通知》和破坏野生兴安
杜鹃资源的行为定性为非法盗采等情况告
知淘宝方面，但其官方回复一拖再拖，迟来
的回复也只是简单的“未列入国家动植物保
护名录，本公司无法要求商家相关产品下
架。”对于一个长期保持良好公益形象的企

业，我们相信淘宝没有破坏野生资源的想
法，但客观上，却造成了野生兴安杜鹃被大
量盗采销售的现实。

“无论我们做不做公益，世界都会发生
变化。但你做了，改变的是你自己。”民间的
野生植物保护行为，也属公益范畴，希望淘
宝在“野生兴安杜鹃网上滥卖”一事上肩负
起一个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及时阻断野生
杜鹃的供求链条。

野生植物虽然属于可再生资源，具有与
生俱来的“自愈”能力，但因交易平台大开方
便之门，盗采行为日益猖獗，再生与破坏迟
早会彻底失衡。用专家的话说“没有花，哪
还有种子幼苗，哪还有满山杜鹃”。野生兴
安杜鹃虽未被列入国家动植物保护名录，但
等到盗采殆尽再谈保护，显然为时过晚，一
切补救行动都苍白无力。

“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簇蒨罗。”
一束花开的美丽远不及漫山遍野花海来得
震撼人心，相信所有人都不希望今后只能在
古诗中寻找漫山杜鹃的绚烂。兴安杜鹃的
美属于大自然，应该怒放在山野，而绝不应
出现在你我的花瓶里。

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美丽才能持久绽
放。淘宝，你欠兴安杜鹃一句诚恳的道歉。

关注野生兴安杜鹃网上滥卖

0303、、0404A

道歉
淘宝，请向兴安杜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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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组织与社会团体：

拒绝购买
当好“护花使者”

旅游业：

保护杜鹃花海
做文明游客

快递业：

杜绝收寄
阻断运输之路

大学生：

止住贪婪之手
还杜鹃花自由

文学界：

谴责无良商人
全社会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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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金之地 财富盛宴
哈尔滨难得一见的旅游文化综合体

招商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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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51-84652908

松峰山基地
距离哈尔滨市区一个多

小时车程、风景如画的松峰山
内，隐藏着一处恬静雅致的
秘密基地。基地源起黑龙

江日报报业集团战时出
报需要。现对外出

租，诚招商业合作
伙伴。

近乎原生态的
自然资源，夏天空气

清新、山青水碧、田园
野趣随处可见，乡村
生态休闲旅游的基本
要素齐全。

基地设有五栋房屋、
一口水井、一套输变电

设备和一栋餐厅，庭
院建设1.5万平方米。

基地现有可耕种土地
20余亩。山洞前有两

栋房屋，3000 平方米
鱼池，山上林地约10万
平方米。

空气清新 青山水碧 乡村生态

据新华社电（记者刘红霞 何晓源）
记者23日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近日发布通知称，为切实减轻
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自
2017年4月1日起，取消或停征41项中
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将商标
注册收费标准降低50％。

根据通知，取消或停征的涉企行政
事业性收费共35项，包括房屋转让手续
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费等；取消
或停征的涉及个人等事项的行政事业性

收费共6项，包括预防性体检费、婚姻登
记费、收养登记费等。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对本地
区出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进行全面
清理，并于2017年4月30日前，将清理
规范情况报送财政部。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要实施目录清单管
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中央设立的
行政事业性收费，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
执行，不得擅自改变征收范围、征收标准
或另行加收任何费用。

据新华社电 日前，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
点》，部署推进全国政务公开工作。

《要点》提出，要以政务公开助
力防风险。制定金融领域特别是金
融市场相关政策时，在征求意见、对
外发布等环节要高度重视政策解读
和舆论引导，做到同步联动，防止脱
节。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准确及时
的房地产市场信息定期发布机制。
做好重大风险隐患排查信息公开工
作，加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信息公
开力度。

事发时，一名英国议员挺身而出
为警察做急救，成为国民英雄。在事
件中不幸身亡的警察叫帕尔默，是个
48岁的已婚父亲，服务警队已有 15
年。当时帕尔默没有枪，但有携枪警
察在附近，该警察在帕尔默受伤后向
凶徒开枪，将其击毙。当时，英国保守
党议员埃尔伍德刚好经过事发现场。

他立即冲向遇害警察，为其做胸外按
压和人工呼吸。媒体拍下身穿西装、
脸上沾满鲜血的埃尔伍德为遇难警察
急救的照片，让英国民众纷纷赞扬这
位五年前刚刚结束军旅生涯的议员：

“别人都在跑，他在救人！他是绝对的
英雄！”

据《北京晚报》报道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公安部、国
家卫生计生委、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
准委、全国老龄办 22日联合下发通
知，决定在全国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
建设专项行动，明确提出到2017年年
底，50%以上的养老院能够以不同形
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通知提出，到2017年底，养老院服
务质量明显改善，各项服务质量基础进
一步夯实，全国统一的服务质量标准和
评价体系初具雏形，50%以上的养老院
能够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
疗卫生服务。到2020年年底，基本建

立全国统一的养老服务质量标准和评
价体系，养老服务质量治理和促进体系
更加完善，养老院服务质量总体水平显
著提升，所有养老院能够以不同形式为
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通知要求将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且不整治以及因违法违规行为导致
事故的养老院，及时向社会公告并通
报相关部门。整合相关资源建立区域
养老服务质量监督热线平台，建立养
老院服务质量纠纷调解机制，加强老
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工作，防止欺老、虐
老现象发生。

婚姻登记费等
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年内过半养老院
要具备医疗服务能力

议员挺身救人获赞扬

国办:

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
信息定期发布机制

将取消或停征

关注英议会大楼恐袭事件

4月1日起

据新华社电（记者罗沙）记者 23
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作出决
定，追授侯铁男同志“全国模范法官”
荣誉称号。

侯铁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生前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2017 年 2 月 24
日上午，侯铁男同志在研究执行工作
时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因公殉
职。

决定中说，侯铁男同志始终把执
法办案工作放在首位，忠诚履职、率先
垂范，紧紧围绕“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
解决执行难”工作目标，带领全省法院
执行干警攻坚克难、埋头苦干，取得突
出成绩，是人民法院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来的邹碧华式
的好党员、好干部、好法官。

决定号召，全国各级人民法院
要迅速开展向侯铁男同志学习活
动，全国法院广大干警要以侯铁男
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奋发进取、扎实工作，为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

人社部、最高法追授
侯铁男
“全国模范法官”称号
生前任我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执行局局长

6部门
下发通知

相关

救援人员在救治一名袭击者救援人员在救治一名袭击者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综合中新网、新华社报道 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 23日指出，22
日英国议会大厦附近的恐怖袭击
事件嫌犯出生在英国，曾因涉嫌暴
力极端主义行为遭英国军情五处
调查。

23日，英国警方将袭击事件
死亡人数由5人更正为4人，包括
一名被警方击毙的行凶者、一名议
会外警务人员、一名40岁左右持
英国护照女性及一名50岁左右男
子。目前，仍有29人在医院接受
救治，其中7人伤势严重。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23日确认，一名中国
公民在袭击事件中受伤。

恐怖袭击发生后，英国警方在
伦敦、伯明翰等地抓捕8人，但是
警方并未透露抓捕行动是否与恐
怖袭击有关。

嫌犯曾遭英情报部门调查
死亡人数由5人更正为4人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