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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10月1日起
全面恢复播放作息号

记者日前从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了解到，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下发《关
于恢复播放作息号的通知》，要求全军
各级机关、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从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全面恢复播放作
息号，下达日常作息指令。

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介绍，全
面恢复播放作息号是恢复和完善军队
司号制度的重要步骤安排，有利于发挥
军号在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因、
推进正规化建设、促进战斗力提升和提
振军心士气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据介绍，新的军队作息号种包括
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
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
号、熄灯号、休息号等11个标准号谱。
通知要求所有军队营区应当播放作息
号；驻同一营区的不同单位，由营区管
理单位统一播放作息号，也可以根据
需要分别实施；驻港澳部队、驻海外保
障基地部队和其他海（境）外任务部
（分）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使用作
息号；因特殊原因不能播放作息号的，
由旅（团）级以上单位确定。通知还要
求各级各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
作，合理确定作息号播放方式；各级部
队管理部门要加强检查督导，对行动
迟缓、落实不力的单位要坚决纠正。

据新华社

多部门联合检查组
进驻七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记者1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由
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多
部门组成的网约车、顺风车安全专项
工作检查组将陆续进驻首汽约车、神
州专车、曹操专车、易到用车、美团出
行、嘀嗒出行、高德等网约车和顺风车
平台公司，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据了解，针对近期顺风车安全事故
频发的情况，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
部际联席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网约车、顺风车平台公司的公共安全、
运营安全和网络安全等专项检查。根据
部署，9月5日至9日，联合检查组进驻
滴滴公司，已基本完成了现场检查、数
据对接、问询谈话等阶段性检查工作，
目前正在进行总结分析。 据新华社

“小童装”闯出“大世界”
——传统产业转型带动综合发展的
“织里样本”

一边，窄窄长长的扁担街留存了
改革开放之初童装马路市场的记忆；
一边，童装电商小镇、织里童装产业示
范园等释放发展新动能。这就是位于
太湖南岸的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

从0.58平方公里到25平方公里，
从单纯的本地户籍人口到 45 万新老

“织里人”和谐共处，40 载改革开放，
小小的织里镇，因小小的童装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

“一根扁担两个包，走南闯北到处
跑。”改革开放初期，织里许多农民创
业者靠着一台缝纫机做起了小买卖。

“就缝一些被套、枕套拿出去卖。”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织里人在传统纺织、
刺绣产品生产基础上，开始集中进入
童装产业，童装成了织里镇产业名片。

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几十年
来，织里童装一直走在转型发展的路
上：家庭小厂有序进入产业示范园区规
范生产；产业工人从出租屋搬进员工宿
舍；规模以上企业正在用品牌谋求上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织里镇共有童
装生产企业 1.3 万家，童装电商企业
7000余家，年产童装13亿件（套）。

“现在织里童装主要在‘微笑曲线’
两端，也就是在设计和销售上做文章。”
中国织里童装城业务负责人张凯说。
2010年建成的织里中国童装城，除了传
统的面料交易、辅料采购，还是覆盖设
计、打样、展示、营销拍摄为一体的童装
设计中心。据介绍，该中心已汇聚了近
20个工作室，每天都有新的童装款式被
当场买走，有的甚至成为当季热销品
类，每个设计团队年平均收入约200万
元。童装行业还带动了化妆、小模特培
训、摄影等许多衍生产业。

张凯说，去年织里童装已实现了
100亿元的网上销售额。去年，织里童
装实现年销售额超 500 亿元，约占国
内童装市场份额的50%。

据了解，现在，织里每年外发加工
童装约 4.5 亿件（套），产值 130 亿元，
有效带动了周边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吴兴区委书记吴智勇表示，改革开
放40年来，织里童装产业转型的背后，
是织里小城镇的转型、新老织里人的转
型，成功走出了一条团结打拼、和谐相
处、共谋发展的“织里之路”。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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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通报：
将对孕妇伤情进行鉴定后依法作出处理

当事孕妇称，她怀孕32周多，7日晚和丈夫
牵狗散步回家，在君尚金座酒店门口，一只未拴
绳的法国斗牛犬朝她猛扑，丈夫用脚将狗推开，
边上一女子质问为什么无缘无故踢狗？双方随
后发生口角，女子的母亲也加入，并辱骂、诅咒
她肚子里的孩子，母女俩还撕扯她的头发，推她
的肚子。

所幸邻居和保安及时发现，阻止了双方进一
步的冲突。该孕妇称，因冲突中受到对方不断言
语刺激以及肢体推搡，她当场呼吸急促倒地，被
紧急送医。该孕妇还在微博贴上了自己的诊断报
告，临床诊断为“先兆早产”。

昨日凌晨，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分局发布最
新通报称，2018年9月7日20时许，滨江分局长
河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长河街道君尚金座有
人打架，民警迅速出警赶至现场。经了解，系陈
某伊（女，君尚金座住户）、施某华（女，陈某伊母
亲）与杨某（女，孕妇）夫妇因遛狗引发争吵，继
而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无明显伤势，杨某因情
绪激动引发身体不适。当晚，公安机关依法将陈
某伊强制传唤到派出所接受调查，施某华因涉
嫌阻碍执行职务被强制传唤调查，杨某由 120
送往医院救治。

经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施某华因涉嫌阻碍执
行职务已被依法行政拘留。陈某伊故意伤害他人
身体的违法行为已基本查清，因目前杨某正在医
院治疗，伤情程度尚需医院进一步诊断确定，根

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有关规定，
公安机关将对杨某伤情进行鉴定后依法对案件
作出处理，相关进展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据了解，涉事女子“Saya—”即陈某伊，在微
博上是一名网红，微博认证为“时尚红人”，拥有
超过 300 万名粉丝，经营一家主打女装的淘宝
店。10 日，其淘宝店铺衣服已下架并关闭评论
区。事发后，“Saya—”仍持续在微博宣传自己的
服饰，但已经将留言功能关闭。

住户目击：
看到孕妇坐在地上 听到网红母女骂人

君尚金座，临近钱塘江，是杭州市滨江区有
名的高档公寓，月租7000元左右，因有不少网红
入住，又被人称为“网红楼”。争执发生在君尚金
座的大堂里。该公寓17楼一住户说，“事发那天
晚上，我下去拿快递，看到婷婷（孕妇）坐在地上，
挺着个大肚子，整个人在大口喘气，脸色挺难看
的。网红和她妈刚从大门走进来，一边走一边骂
很难听的话。”

“婷婷大概1米6出头一点，网红也差不多个
子，戴了个金丝眼镜，她骂‘你的孩子就该流产，
不应该生下来’类似的话。婷婷说‘你们怎么能这
样子’。现场围了很多人。后来警察来了，网红还
在给朋友打电话，问该怎么办。”该住户说。

姑娘小张（化名）和男朋友小李说，当天在楼
上确实有看到吵架。“孕妇和她老公也带着狗，当
时孕妇整个人情绪不太好，她老公报警之后，先
把狗抱了上去。网红和她妈是骂过类似孩子就该

流产什么的话。之后三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小
张说。

城管回应：
涉事斗牛犬涉违规饲养将没收

“平时经常看到陈某伊出来遛狗，有时是拴
狗绳的。”君尚金座一名住户告诉记者。

“我们初步认定涉事犬只伤人的事实。”杭州
市滨江区城管执法局长河中队副中队长华学奇
介绍，执法队员9日晚前往君尚金座了解情况，
在陈某伊住处敲门几分钟不见有人开门，但经确
认室内有人，最终与物业一起进入该室，室内只
有施某华，陈某伊和斗牛犬都不在。

10 日下午，华学奇得知施某华在派出所接
受调查，随即前往派出所调查涉事犬只情况。施
某华提供了犬证，登记地点为江苏南通市，养犬
人为施某华，品种是“斗牛”，发证日期是2018年
2月15日。“即便在外地办过犬证，在杭州寄养期
间也须遵守《杭州市限制养犬规定》。从目前情况
看，君尚金座属于一般限养区，‘斗牛犬’属于一
般限养区公寓楼禁止饲养的烈性犬，饲养‘斗牛
犬’已涉嫌违规，按规定，犬类主管部门可没收或
捕杀犬只，并处以3000元~5000元罚款。”华学奇
表示，10日已向施某华开出“接受调查处理通知
书”，要求2天内前往该中队接受调查，交出涉事
犬只，但施某华称“狗受伤了，被送往南通治疗”。

“鉴于施某华已被行政拘留，我们要求她在
警方行政强制措施解除后尽快前来接受调查。”
华学奇表示。 据都市快报、澎湃新闻

9日，杭州一名孕妇发微博称，因
对方遛狗不拴绳引发争执，自己遭微博
名为“Saya—”的女网红殴打，导致先
兆早产。此事随即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昨日凌晨，杭州滨江警方通报称，
陈某伊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
已基本查清，其母施某华因涉嫌阻碍执
行职务已被行政拘留。据了解，涉事女
子“Saya—”即陈某伊，微博认证为“时
尚红人”。记者昨日从杭州城管部门获
悉，涉事网红母女所带的法国斗牛犬涉
嫌违规饲养，将面临没收犬只以及
3000元~5000元的罚款。

紧急送医的孕妇 图据该孕妇微博

“史润龙”声称自己是“湖南帝富莱原
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创办人兼副理
事长”，但是，红星新闻记者在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发现，“湖南省帝富
莱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法人代表是邹
志斌，公司业务范围有“组织收购、加工、
销售成员种植的黄鹂芽树苗”等。

据澎湃新闻报道，在网络上还有多篇
题为《金牌网络经纪人邹志斌》《带你上新
闻邹志斌》的网文，这些网文表示：“邹志
斌拥有网络新闻；媒体；电视台；报刊杂
志；微博大V；微信公众号大号；记者等资
源。擅长自媒体营销；B2B 营销；问答营
销；论坛营销；SEM营销；社群营销；数据
分析等。最低35元帮你上新闻！”

红星新闻记者从网友发布的邹志斌
个人网站截图中发现，邹提供的手机号码
和其在深圳帝富莱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
帝富莱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的注册信
息中的工商信息里所留的电话号码一致。
但记者今日再次检索邹志斌的个人网站，
网站已经无法显示。

邹志斌除了是两家“史润龙”网文涉
及公司的实际拥有者之外，还曾在微博上
用“湘军部落邹志斌”的账号帮助一个网
名为“@王嘉伟Joc6476609315”的账号实
名认证为“湖南帝富莱原生态农业专业合

作社副理事长史润龙”。红星新闻记者昨
日发现 @王嘉伟Joc6476609315 微博内
容已经清空。

另外，在网络流传的“史润龙”新闻中
多次涉及黄鹂芽茶产业。例如一篇题为

《史润龙赴礼左村调研扶贫》的网文提道：
“几年前，史润龙通过电台广播得到一条
消息，利用黄鹂芽茶树可以嫁接成开心果
树。想到当地乡村生长着大量黄鹂芽茶
树，如果能够嫁接成功，可使其经济价值
增长数十倍，史润龙便邀请了湖南帝富莱
原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邹志斌，决
定一起试一试。”

9月10日和9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
两次联系邹志斌，他均表示不认识史润
龙，也与史润龙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当
记者询问他用微博给对方做认证，以及

“史润龙新闻中”提到的公司法人代表是
他时，邹志斌说，是信息泄露了，“我的公
司信息在网上到处可以搜到”。

对于有网友指出他是“史润龙”的幕
后推手时，他有些无奈，“如果有人说你是
推手，你怎么证明你不是？”谈话中，只要
记者询问“35 元上新闻”的事情，他就立
刻挂断电话。记者多次致电邹志斌想进一
步了解情况，他说：“目前不方便说这些事
情。” 红星新闻记者 潘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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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新华网评”

被新华网举报的
“扶贫英雄史润龙”是谁？

经查经查，，史某龙史某龙，，男男，，20012001年年88月出月出
生生，，山东济南人山东济南人，，初中肄业初中肄业。。为满为满
足个人虚荣心足个人虚荣心，，编造了编造了““山东省山东省
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等各等各
种头衔种头衔，，找他人代写文章找他人代写文章，，PSPS图图
片虚构场景片虚构场景，，并在网上进行发并在网上进行发
布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9月7日晚，新华网发布一份
《郑重声明》：日前，网上发现有人
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新华网评：
“扶贫英雄”史润龙扶贫金句引发
的社会思考》，严重损害我网形象。
我网已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举报，
并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追究冒用
者的相关责任。

9月10日，济南警方通报了最
新的核查情况：近日，公安机关网络
巡查发现，网民史某龙使用“山东省
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经核查，此
单位不存在）处长等头衔，自称“扶
贫英雄”，并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
“新华网评”。

经查，史某龙，男，2001年8月
出生，山东济南人，初中肄业。为满
足个人虚荣心，编造了“山东省互联
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等各种头衔，
找他人代写文章，PS图片虚构场
景，并在网上进行发布，造成恶劣社
会影响。

昨日上午，济南市公安局宣传
科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
前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有
最新消息会及时进行通报。

“当我确定能帮到某一群看着顺眼的人时，
我便会一帮到底。”这句充满争议的话正是出自

“史润龙”之口。网上一篇名为《新华网评：“扶贫
英雄”史润龙扶贫金句引发的社会思考》的文章
中，对史润龙的扶贫事迹展开讨论，并称其为“扶
贫英雄”。但是，文章中引人注意的职位以及PS
痕迹明显的配图引发网友质疑。他的众多头衔以
及多篇网络“新闻”也被网友翻出：95后亿万富
翁；哈佛天才少年；与多国领导人合影……

9月6日，网友赵莲贵在微博创立“史润龙
你是谁”这个话题，随后开始频繁更新“史润
龙”的信息，试图搞清楚“史润龙”是谁。

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经在互动百科中
检索发现，“史润龙”头衔众多——他担任润隆
集团董事长、腾隆集团董事长、深圳帝富莱科技
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湖南帝富莱原生态
农业专业合作社主要创办人兼副理事长、黄鹂
芽茶致富发起人、深圳FFGC超跑俱乐部创始
人、日本红十字会董事成员、美国RFSA企业家
协会主席、美国FFNA企业家协会主席、美国东
北大学（NEU）金融学名誉博士。记者昨日再次
在互动百科搜索“史润龙”却显示：尚未收录。

在网上关于“史润龙”的“新闻报道”中，他
时常出席各种论坛会议，与多个国家领导人合
影，甚至还与成龙一起演电影。这些文章中称，

“史润龙”是“不少年轻创业者的偶像，从各业
界大腕中脱颖而出的领跑者，哈佛大学的高材
生，润隆集团董事长与FFGC超跑俱乐部创始
人”。“2017年，投资拍摄由成龙主演的动作电
影《激速青春》，也将参拍《激速青春》”；在一篇

《山东要闻：史润龙同志以身作则获人民群众
一致好评》的文章称，“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史润龙由于贡献突出，对山东互联网
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2018年3月6日史
润龙升为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心处长”。

随后的《新华网评：“扶贫英雄”史润龙扶
贫金句引发的社会思考》中将他描述为“扶贫
英雄”，并对其名言“当我确定能帮到某一群看
着顺眼的人时，我便会一帮到底”进行讨论。至
此，“史润龙”彻底在网络上火了……

红星新闻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发现，上海腾隆（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帝
富莱科技有限公司、湖南省帝富莱原生态农业
专业合作社的相关信息中并未出现“史润龙”的
名字。据媒体报道，“山东省互联网经济研究中
心”没有任何登记记录，也查询不到“FFGC超
跑俱乐部”的注册登记信息和纳税信息。

赵莲贵对红星新闻表示，他完全是出于好
奇，才花时间收集、整理“史润龙”这些资料。

9月7日晚，新华网发布一份《郑重声明》：
日前，网上发现有人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新
华网评：“扶贫英雄”史润龙扶贫金句引发的社
会思考》，严重损害我网形象。我网已第一时间
向相关部门举报，并将根据核查结果依法追究
冒用者的相关责任。

幕后？

警方通报

邹志斌现身
否认是幕后推手
一提“35元上新闻”就挂电话

▲假冒新华网名义发布的文章截图

“史润龙”是谁？
头衔让人眼花缭乱
配图PS痕迹明显 遭新华网举报

台前

“史润龙”某篇文章中出席会议的配图，后
被警方证实为PS加工

▲

警方最新通报：
网红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已基本查清

其母因涉嫌阻碍执行职务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网红遛狗不拴绳引争执 孕妇遭打致先兆早产 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