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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张华刚进小区，就被门卫喊住收包裹。仔细一看，大大小小
23 个包裹，上面全是妻子刘敏的名字。张华心中顿时怒火中烧。
“我每天挣钱那么辛苦，你一天就只晓得在网上买买买，这些年我交给你
的工资到底哪去了？”回到家，张华一问究竟才知道，这 10 年间，妻子刘敏
居然在网购上就花了近 40 万元。而夫妻俩到现在都还没有自己的房子，
一直寄居在父母家里。
结婚 10 年，面对妻子的“疯狂”
举动，张华情绪激动，
“ 这日子没
法过了，坚决要离婚”。最终，
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原
谅了妻子刘敏，同意暂时
不离婚，但张华坚定收
回了一直由妻子
掌管的工资卡，并
要求妻子每月
上 缴 1000 元
作为购房
基金。
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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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红通人员”
李文革回国投案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
2017 年 12 月 6 日，在中央反腐败协
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
筹协调下，
经中央有关部门和云南省
追逃办、
省公安厅扎实工作，
“百名红
通人员”第 28 号李文革回国投案。
目前，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已到案
51 人，
其中党的十九大后到案3人。
李 文 革 ，男 ，1968 年 10 月 出
生，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国税局原
工 作 人 员 ，涉 嫌 合 同 诈 骗 罪 ，
2013 年 8 月逃往加拿大。国
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号
码 A-939411-2014。 钟合

网购成瘾 10 年花掉近 40 万元

女子花光“买房钱
女子花光“
买房钱””
丈夫一怒要离婚

一问究竟 妻子网购 10 年竟花掉近 40 万
10 年间，张华的月收入从最初的 1000 元
增加到现在的 6000 元，但妻子刘敏每月究竟
挣多少钱，他却不得而知，更不清楚夫妻俩这
些年到底一共攒了多少存款。这些年，张华省
吃俭用，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一个月除了
几百元个人花费，其余工资都交到了妻子手
里，
“就是希望多存点钱，早点买一套房子。”
今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四川凉山彝族自
治州放七天彝族年大假。因平时工作表现突
出，张华所在单位奖励优秀员工及家属去泰国
普吉岛旅游，
张华夫妻也在其中。
旅行结束，在泰国曼谷机场免税店，张华

想买点当地水果干之类的回来送朋友，却被妻
子告知银行卡已被刷爆。而妻子的行李箱里，
仅化妆品就买了 2 万余元。无可奈何之下，平
时节约俭省的张华，愤怒情绪一触即发。从泰
国至成都，再从成都到西昌，夫妻俩一直冷战，
谁也不搭理谁。
“张华，你两口子终于回来了，你们家的包
裹都把门卫室塞满了。”11 月 28 日，张华刚进
小区，就被门卫喊住收包裹。仔细一看，大大
小小 23 个包裹，上面全是妻子刘敏的名字。
张华在泰国积下的怨气还未转消，新的怒火又
蹿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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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的刘敏看到丈夫满脸不高兴的样子，
赶紧上前取包裹，嘴里不停解释“这都是给贝
贝买的”
，
并跑了两趟才把所有包裹搬回家。
“我每天挣钱那么辛苦，你一天就只晓得
在网上买买买，这些年，我交给你的工资到底
哪去了，今天你一定要当咱爸妈面说清楚。”
回到家，张华一把从刘敏手里夺过手机，接下
来的一幕让他傻了眼：经过计算，过去 10 年
间，刘敏在淘宝上一共消费 26 万余元，在唯
品会上消费 8 万余元，在京东消费 4 万余元，
另外在其他购物网站也有消费，总消费额近
40 万元。

吉林日报整版刊发
核武器防护常识

吉 林 省 人 防 办 ：系 正
常国防教育，
勿过度解读
12 月 6 日出版的《吉林日报》第 5 版，用
一个整版的体量，刊登标注为“人防知识”的
内容。其中，主体部分题为《核武器常识及
其防护》，并配有《清除放射性污染》等漫画，
同时配发一则题为《战时空袭与平时灾害有
哪些共同点》的相关文章。
上述版面安排引发外界猜测。对此，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吉林省人防办副主任徐玉
成表示，
《吉林日报》第 5 版内容确由人防部
门提供，
是正常国防教育。他解释称，
很多国
家会通过媒体宣传防核知识，跟日本等发达
国家比起来，目前国内宣传教育“做得还不
够”，
《吉林日报》所登载内容是“常识性小知
识”
，
外界不应过度解读。
据新京报

婚姻危机 丈夫提离婚，亲朋好友出面调解
“你疯啦，竟然花了 40 万元去网购！”面对
妻子如此“疯狂”的举动，张华情绪激动地说，
这日子没法过了，
坚决要离婚。
“40 万？会不会弄错了……”听女婿抱怨
女儿花了那么多钱网购，刘敏的父母怎么也不
相信。
“爸妈别再算了，
是我不好，
确实花了那么
多钱。”面对家人的质问，刘敏说，自 2008 年学
会网购后，
她没事就喜欢逛购物网站，
看到喜欢

的就买，
从没计算过在这方面消费了多少钱。
听完，刘敏的父母也开始指责女儿的行
为，心疼自己的女婿。眼看小夫妻俩感情危
机，双方亲戚朋友都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刘
敏也表示，今后再也不乱买了，希望丈夫能原
谅她。
在亲朋好友的极力劝说下，张华最终原谅
了妻子刘敏，但要求从刘敏处收回自己的工资

卡，由自己来管理并支配所有家庭开支。得知
刘敏现在每月有 4000 元左右的工资收入，张
华要求其每月至少要存入 1000 元作为家里的
购房基金。
刘敏的父母说：
“40 余万元差不多已是一
套二手房的价格，
由于女儿没有节制，
也不知道
这对小夫妻何年何月才能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
房子……” （文中人物张华和刘敏系化名）

食药监总局督促
“莎普爱思”
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
3 年内上报结果

6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挂
出一份发给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
知称，鉴于医务界部分医生对浙江莎普爱思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商品名：莎普爱思）疗效提出质疑，请你局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仿制药质
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有关规定，督促企业
尽快启动临床有效性试验，并于 3 年内将评
价结果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
评中心。

这份题为《总局关于莎普爱思滴眼液有关
事宜的通知》还明确要求，为防止误导消费者，
该药品批准广告应严格按照说明书适应症中
规定的文字表述，不得有超出说明书适应症的
文字内容。
近日，一篇来自“丁香医生”的《一年狂卖
7.5 亿的洗脑神药，请放过中国老人》文章称，
多位眼科医生不认可莎普爱思滴眼液的“白内
障防治功效”，莎普爱思广告语使得消费者相
信了“眼药水就能够治好白内障”，许多消费者

出现并发症、延误治疗等情况。
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指出，该则公告模糊
了药品“合格”与“有效”的边界，存在偷换概念
之嫌。有行业内人士呼吁，应当对莎普爱思进
行药效的再评价。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能有效预防和治疗白
内障的药物。
”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眼科
主任崔红平 5 日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直言，在
他看来，
包括莎普爱思在内的、
市面上可见的白
内障眼药水、
口服药均是无效的。 据澎湃新闻

沪指失守 3300 跌 0.29%

创指上演 V 型反弹
6 日上午沪指低开失守 3300 点大关，指
数分化态势依旧不改。当日上午在周期股等
板块的影响下沪指盘中一再走弱探底，盘中
跌幅一度超 0.70%。深成指上午大体维持震
荡格局，创指开盘直线拉升一度涨近 1%，而
后回落。上证 50 指数震荡走低，
创业板领涨
三大股指。芯片概念虽然持续走高，
但对股
指的积极影响有限，
市场整体依然维持单边回
落走势。午后开盘，
市场再度走弱，
沪指受挫
跌幅扩大超1%，
深成指和创指均单边下行，
两
市成交量明显萎缩。临近尾盘，
随着高送转、
次新股回暖和芯片概念股的再度拉升，沪指
跌幅不断收窄收长脚阴线，深成指震荡上行
由绿翻红，
创指上演 V 型反弹快速拉升翻红，
盘中涨超 1%。早前冲高的白酒、
白马股等板
块均有所回落。盘中，高送转板块上午异动
拉升，
龙头梅泰诺涨超 7%；
济民制药、
摩恩电
气股价闪崩跌停，截至收盘，沪指报 3293.96
点 ，跌 0.29% ；深 成 指 报 10911.33 点 ，涨
0.52%；
创指报1784.31 点，
涨1.46%。
从盘面上看，芯片、高送转股居板块涨
幅榜前列，特钢、石油概念居板块跌幅榜前
列。
综合

关于工商银行
“工银智能卫士”的8个客户端服务
“工银智能卫士”是工商银行为应对银行卡
外部欺诈风险推出的全新账户安全管理服务。
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账户安全检测：一键对银行卡账户和手
机银行运行环境进行测评，侦测隐患，秒出检测
结果并提出优化建议；
二、账户安全锁：客户可通过地区锁、境外
锁、夜间锁，即开即付、即锁即控；
三、纯磁条卡交易核实增值服务：纯磁条卡
在非标准终端上交易超过一定限额，我行将与
客户核实交易真伪，该项服务正在部分地区试
点；
四、交易限额个性化定制：按照交易介质、
渠道、类型等维度，由客户自主定制账户限额，

用时调高、闲时调低，掌控自如；
五、大额交易短信核实服务：定制该项服务
的客户，当发生一定金额以上的大额交易时，我
行将提供短信核实服务；
六、自助渠道余额查询提醒服务：当高余额
账户在自助渠道查询余额时，我行将主动推送
风险提示短信，
提醒客户关注账户异动等情况；
七、短信止付服务：通过大额交易核实或自
助渠道余额查询提醒服务客户发现交易存疑
时，
转发核实交易短信，
即可对账户快速止付；
八、快捷支付安全管理：主要用于定制账户
的快捷支付功能。客户既可根据支付公司的风
险等级开通或解除快捷支付协议，也可根据支
付场景随时调整快捷支付限额。

称已聘请律师取证，
将起诉造谣者

赵薇老公黄有龙微博驳斥网络传言
遭到证监会处罚后，当红影星赵薇的老
公黄有龙突然深夜发微博。12 月 4 日深夜，
黄有龙罕见发长文驳斥谣言，称要起诉造谣
者；同时隔空向妻子赵薇示爱。随后赵薇转
发了这条微博，并附言：我一生问心无愧！
不过 5 日早晨赵薇又将这条微博删除。
黄有龙在微博上称，
“ 鉴于近日来一些
媒体对我和我太太的不实报道，本人已经聘
请律师取证，将以最快速度起诉谣言制造者
与背后强大的推动势力。”

他回击流言时指出，
“ 我从没有当过某
个领导的‘司机’，当然当司机也不是丢人
的事。我是穷苦出身，我一直都很清楚，奋
斗才能出人头地。我经过多年拼搏才拥有
一份属于自己的小事业，从没当过巨富，也
从不想当巨富，只想一家人平淡平安地生
活。”记者注意到，大约从去年 7 月起，网上
便传闻黄有龙曾是落马贪官司机，此后传
闻一直不断，这也是黄有龙首次正面回应
传闻。
据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