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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
3成超重
卫计委呼吁公众吃谷类食品

25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营养学会
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公众摄
入足量谷类食品，甚至吃全谷物，以
此平衡营养与膳食结构，以健康的
生活方式防控慢性病的发生。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成人高血
压发病率超过 25%，成人糖尿病发
病率达10%，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
率为 30.1%、肥胖率为 11.9%；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为9.6%，肥胖
率为6.4%。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介
绍，今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全谷
物，营养＋”，评选出了10种中国好
谷物品类，依次是：全麦粉，糙米，燕
麦片，小米，玉米，高粱米，青稞，荞
麦，薏米，藜麦。

据悉，今年全民营养周（5月14
日-20日）期间，包括西藏在内的30
个省份、超过 300 余个市县、近 400
家连锁超市等召开启动会。超过 3
万人次营养工作者、医院营养师、疾
控中心、妇幼保健所、大专院校举办
了活动。超过1000家医院营养科参
与，在社区与学校进行营养传播和
实践。 据新华社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
部主任卢恩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
立案审查。

经查，卢恩光年龄、入党材料、
工作经历、学历、家庭情况等全面造
假，长期欺瞒组织；金钱开道，一路
拉关系买官和谋取荣誉，从一名私
营企业主一步步变身为副部级干
部；亦官亦商，控制经营多家企业，
通过不正当手段为企业谋取利益；
对抗组织审查。为在职务提拔、企业
经营等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送给
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物，涉嫌行贿
犯罪。

卢恩光价值观念严重扭曲，严
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
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选人用人制
度，破坏了相关地方和单位的政治
生态，性质恶劣、情节严重。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
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卢恩光
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报国务院
批准，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撤销其
违规获得的荣誉称号；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据新华社

司法部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
卢恩光严重违纪被双开

教 授 工 资“ 到 手 8 千 ”？ 红 星 新 闻 调 查 事 件 真 相

昨天下午，红星新闻记者找到
了该工资单的主人——谢有顺的
师兄、复旦大学某文科专业教授，
他向记者证实了工资单的真实性，
但表示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

谈及当时晒工资单时的感
受，他说，“平时，我都没有刻意看
过工资单，虽然每月都发，但工作
太忙，就没有注意。不过，5 月份
学校把工资单发下来后，我很震

惊。当时，没怎么想，（就发了朋友
圈），只是小范围内的（交流）。”

有网友质疑，这位资深教授有
工资单之外的收入，他笑称，“我为
了挣这张工资单，已经忙得不亦乐
乎了，哪有其他收入。工资单中如
果有什么令人羡慕的，那就只有公
租房一项了。在上海这样的城市，
在现在的房价下，租房一千多元的
价格，的确是让人羡慕的。”

资深教授：
为挣它，

我忙得不亦乐乎

30年教龄、长江学者、
上海市“浦江人才”、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5月份
应发工资 15335 元，实发
8271.95元。

近日，复旦大学一位教
授的工资单在网上引发巨大
争议。(上图)

“国内知名教授每月到手
8千元”，而有自媒体称，“上
海住家保姆的月工资是五千
左右，月嫂工资过万”。这样的
落差令网友大跌眼镜。

奇怪的是，这张工资单
的主人在网上竟出现了两个
版本，除了复旦大学的这位
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
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也
意外“躺枪”。

在这张引发巨大争议的
工资单背后，到底是怎么回
事？红星新闻记者专访当事
人，了解背后的真相。

其实，这张工资单早在 3 天前
就被自媒体曝出，只是当时并未引
发热议。

红星新闻记者调查发现，5月22
日，某自媒体以“复旦知名教授月薪
应发15000，实际到手8272”为题，率
先曝光了该工资单。于是，该自媒体
的相关文章就成为了部分媒体对这
一事件进行报道的主要依据。

随后，这份工资单开始在网上
疯传。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消息来
源是该自媒体运营者的微信朋友
圈。手机截图显示，“上市公司 XX
总经理”转发一则消息，称“转（长江
学者谢有X教授）我的师兄，复旦大
学三十年教龄，教授，上海市浦江人
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每月就
领这么多钱，且是‘薪酬’总数，别的
没有了……大家感受下一流大学教
授们的日子……”

当天，该自媒体还将该教授的
工资与上海住家保姆、月嫂的工资
作对比，并附上该教授工资单明细，

表示“欢迎其他高校挖人。”
该自媒体并未曝出谢教授全

名，红星新闻记者也没有在复旦大
学中文系官网“师资队伍 长江学
者”中发现谢姓教授。

不过，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有
评论指出，该文失实，“谢有X”是长
江青年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
并非工资单主人，而且，工资单主人
也并非长江学者。

因此，事实也并非媒体报道的
“长江学者每月工资仅一半到手”。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官网，红星
新闻记者找到了谢有顺教授的官方
简介，“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一级作
家。2006 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 年入选中
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2010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2014年入选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
2015 年入选广东省‘珠江学者’特
聘教授。2016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
学者’青年学者。”

公积金等加起来并不算低

“明显张冠李戴了，部分文字
工作者连小学的文字水平都没
有”，谢有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我说得很明白。师兄自己在朋友
圈晒，然后呼吁我们帮忙转发，我
就顺手转发了。我觉得可以（借
此）了解社会的一个侧面。”

谢有顺揣测，“师兄肯定觉得
工资少才晒出来，他也没有特别
的想法，只是在私人朋友圈吐槽
一下，工资又不是国家机密，讨论
一下也没啥。”

不过，谈及师兄的工资，谢有
顺与网友有着不同的看法，“师兄
的工资收入并没有多低，毕竟是扣
了一些，比如房租之类的。公积金
也是你自己的钱，加起来一万多，
也并不算低。主要是在上海这样的
城市，和网友的期许有落差。”

跨行业对比十分荒唐

既如此，那长江青年学者谢
有顺教授的收入如何？

“我也说不清楚，总体来说，
几年前，我的收入和师兄差不多，
这两年涨了一些。现在，我到手的
工资也就一万几。优秀人才只是
个名头，并不会多发钱。”谢有顺
强调，“引进人才是给钱，但前提
是你被引进，那是另外的事。再
说，流动毕竟是少数。待着就没那
么多变化。长江青年学者每年有
10万元津贴，一共3年，共30万，
之后就没有了。不能当成工资。”

同时，谢有顺认为将教授的
工资跨行业、跨时空对比的行为，

“十分荒唐。”
他说，“不同的行业没有高低

之分，月嫂的辛苦也不是教授能
想象的。同时，把现在的教授和民
国时教授相比，更荒唐。你是鲁迅
吗？而且，民国时的教授很少，现
在的教授如过江之鲫。而且民国
的教授欠薪很严重。所以，不要作
这种跨时空的对比。”

“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

一张工资单为何会引发如此
大的争议，谢有顺告诉红星新闻
记者，“这是合理的，上海这样的
一线城市，消费水平高，这样的收
入难免会让网友有落差。”

红星新闻记者也注意到，有人
质疑教授并不靠工资度日，对此，谢
有顺回应道：“这是他们完全不了解
情况。首先，科研项目有几个人能拿
到，二三线的学校二十年都可能拿
不到一个。前几天去北京做了3天
演讲，只有2000元收入。哪怕每月
一次，能有多少？而且，我们做的公
益演讲又有多少；最后，稿费之类的
也并不多。而且中国有百分之七八
十的教授出书要自己贴钱。哪怕有
收入，也是微不足道的。”

那么，谢有顺在工资之外的
收入有多少？

他直言，自己没有记账的习
惯，“今天赚两千记账上？明天赚五
百，再记上？况且，这样的人内心是
小气的，什么事儿也做不成。”

热传
“复旦知名教授月薪应发15000，实际到手8272”。
“复旦大学三十年教龄，教授，上海市浦江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每月就领这么多钱……”

真相
“谢有X”是长江青年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并非工资单主人。
“明显张冠李戴了，部分文字工作者连小学的文字水平都没有”。
将教授的工资跨行业、跨时空对比的行为，“十分荒唐。”

1
网传消息失实网传消息失实
工资单主人并非“长江学者”

2
““长江学者长江学者””现身现身
转发他人工资单遭张冠李戴

这张工资单在网上引发的争议这张工资单在网上引发的争议，，谢有顺是否知情谢有顺是否知情？？昨昨
天下午天下午，，谢有顺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谢有顺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披露了事情原委披露了事情原委。。

55月月2020日下午日下午11时时2020分分，，谢有顺也转发了师兄的工资单谢有顺也转发了师兄的工资单。。
只是只是，，他没有料到他没有料到，，有人竟将这张工资单谣传成是他自己的有人竟将这张工资单谣传成是他自己的。。

3
工资单主人回应工资单主人回应
来源全在工资单上，没其他收入

2016年，谢有顺教授入选教
育部“长江学者”青年学者。同
时，他还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广东省文化领军人才、广东
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些名
头后，到底有多少收入？

据教育部官网，“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包括实行特聘教授岗位制
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

教育部从 1998 年起在全国
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中
设置特聘教授岗位，明确岗位职
责和招聘条件，受聘为特聘教授
岗位的人员在5年聘期内享受每
年人民币20万元的津贴，同时享
受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

的工资、保险、福利等待遇。
其中，任职期间取得重大学

术成就、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员，
还可获得每年颁发一次的“长江
学者成就奖”。每次奖励一等奖1
名，奖励人民币100万元，二等奖
3名，每人奖励人民币50万元。

而长江青年学者是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的新增项目青年学者项
目的简称，2015年由教育部设立。
青年学者项目实行岗位聘任制，面
向全国高校实施。每年遴选200名
左右，聘期3年。在聘期内，青年学
者须全职在受聘高校工作，享受每
人每年10万元奖金。红星新闻记
者 王春 实习生 潘俊文 翟佳琦

长江学者和长江青年学者
有何不同？

延伸延伸
阅读阅读

更新更详
尽报道请
扫描二维
码关注红
星新闻

有评论指出有评论指出，，该文失实该文失实，“，“谢有谢有XX””是长江青年学者是长江青年学者、、中山大学教中山大学教
授谢有顺授谢有顺，，并非工资单主人并非工资单主人，，而且而且，，工资单主人也并非长江学者工资单主人也并非长江学者。。

““我为了挣这张工资单我为了挣这张工资单，，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哪有哪有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示范工程
成功完成穹顶吊装

25 日 17 时 58 分，伴随着汽笛
声响，重约 340 吨的穹顶精准落在
45 米高的核反应堆堆顶。“华龙一
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中核集
团福清5号核电机组穹顶吊装成功
完成。

“华龙一号”是我国自主创新、
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
技术。2015年5月7日，“华龙一号”
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于福建省福清市
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国成为继
美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又一个具有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

“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计划
工期 62 个月。目前，工程建设重大
节点均按照计划如期实现，反应堆
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主泵等长周
期设备进展顺利，机组设计文件累
计出版6440册，为未来“华龙一号”
推广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和
参考依据。

作为核反应堆安全壳筒壁钢衬
里的延伸部分，穹顶钢衬里主要用
于保证反应堆厂房的完整性和密封
性，对放射性包容起到了关键作用。
现场起重指挥员杨建国介绍：“‘华
龙一号’穹顶尺寸直径 46.8 米，高
23.4米，穹顶及配套绳索总重超过
500 吨，但起吊要求底部离地最高
点和最低点落差小于 200 毫米，施
工难度比传统堆型高出了不少。”

日前，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
公司正式签署了关于阿根廷第四
座和第五座核电站的总合同。至
此，中核集团出口海外核电机组已
增至8台。

据统计，截至今年4月底，中国
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36台，预计
到 2020 年中国核电机组数量将跃
居世界第二位。随着“华龙一号”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推广落地，
中国核电正在全球市场扮演着更加
重要的角色。 据新华社

日前，数万名老人前往北京鸟
巢体育馆，参加所谓“民族资产解冻
大会”。组织者宣称，每人收取10元
胸牌制作费，到现场就可以领取5万
元现金并报销来回食宿费。

这些老人后来得知，这个由名
为“慈善富民总部”所组织的活动，
其实完全是一场违法骗局。4 月 23
日，“慈善富民总部”陈玉英、陈春
雨、李娜等3名核心人员全部落网。

不到一年组织者汇集上亿资产

据警方侦查，在成立“慈善富民
团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玉英接
触了近40个自称可以解冻“海外民
族资产”的机构或个人的项目。

这些“上线”通过QQ邮箱向陈
玉英发送伪造的国家公文，证明“解

冻民族资产”是合法的，并提供账户
和项目投资金额。主要行骗口径是：
在国外银行有我国被冻结的民族资
产，需要通过会员出资予以解冻，解
冻后资金的60%上交国家，剩余40%
由资金持有者和出资会员共享。

在“银主”“接班人”“国家工作
人员”的诱惑下，陈玉英将上述情况
通过微信群，分别由主管、总管、群
主在微信群内发布消息。

公安机关查明，在不到一年的
时间内，有上亿资金汇集到陈玉英
处。陈玉英将这些费用汇入不同项
目的账户，企图撬动“民族资产解
冻”大业获得巨额回报。

“鸟巢大会”便是陈玉英受上线
诱惑而引发的一场闹剧。公安人员介
绍，广西籍男子杨华兴见很多人通过
诈骗发家致富，他也动了这方面的心

思。通过当地几个从事诈骗的人介
绍，杨华兴知道了陈玉英的联系方式
与她从事的“民族大业”，便谎称自己
为“最高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成员，
只需要缴纳10元胸牌制作费，便可以
前往鸟巢体育馆领取五万元。深信不
疑的陈玉英立刻将这一“好消息”广
而告之，大批老人动身前往鸟巢。

目前，公安机关已冻结涉案银
行账户 98 个共计 810 余万元，追赃
工作正在进行中。

建上千微信群，拥有几十万会员

一心想通过“民族资产解冻”发财
致富，创建上千微信群，拥有几十万会
员的“慈善富民”团队会长陈玉英，至
今不愿相信，制定规矩让几十万会员
每天早上定时唱国歌升国旗的自己，

有一天会和违法犯罪联系在一起。
58岁的陈玉英是天津市滨海新

区大港人。负责案件侦办的天津市
公安局刑侦局民警孙毅告诉“新华
视点”记者，陈玉英虽然只有初中文
化水平，但头脑灵活，思路清晰，“管
理领导能力强”。

退休后，陈玉英曾在多家直销企
业任职，担任过保健品推销员，后来
逐步成长为金牌讲师为推销员授课，
拥有发展下线的经验和线下资源。

陈玉英说，2012年开始，她获悉
“海外民族资产解冻”这一“伟大事
业”，对于巨额海外资产的故事深信
不疑，从此便开始关注参与。2016
年，她接触了福建人张南进后便开
始策划组织团队，利用微信这一渠
道大量发展会员。

据天津公安机关侦查，陈玉英“慈

善富民”团队共管理微信群 2000 余
个，发展会员56.8万人。这个通过微信
群建立的组织，架构严密，分工细致。

陈玉英交代，她组织的“慈善富
民总部”共分三个层级：第一层为高
级管理层，包括会长、总监、总管；第
二层为中级管理层，包括宣传部、纪
律部、监察长等8名主管，每名主管
分管 500 个群；第三层为 10 个片区
总管，每个片区管理50个微信群，设
片区总管、副总管、核单员。此外，每
10个微信群还分别设有1个督察员，
每个微信群设有1名群主、2名录单
员和1名“升旗手”。

“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对此类
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公安部刑侦
局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人民群众，
凡是涉及“民族资产解冻”的项目都
是虚假骗局！ 据新华社

数万老人受骗 参加“民族资产解冻大会”
新华社揭秘幕后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