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真病了，父亲说重了，网募得管了》后续

二手车网上
可查车辆“身份证”

日前， 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备案，《二手车鉴定评估
及电子商务交易服务规范》 在杭州
发布。 消费者在通过该标准认可的
电商平台、二手车经销商处购车时，
可以查询车辆信息“身份证”。

据介绍，标准在“B端”主要通
过现场审核、服务特性测评、暗访等
形式审核申请平台、中介企业等；在
“C端”消费者可以通过中国汽车研
究中心下属的华诚认证中心网站，
根据车辆VIN码（车辆识别码）查询
车辆相关信息。 ■据新华社

靓丽嫩模，长腿欧巴，给冬日的
星城添加了温度。日前，由新丝路模
特机构、三湘都市报主办，万家丽集
团总冠名， 湖南竹亿轩家纺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天下洞庭粮油集团协
办的“万家丽杯”2016新丝路湖南模
特 大 赛 总 决 赛 在 万 家 丽 国 际
MALL9楼举行。41位男女选手展开
激烈角逐，最终，张新年、王玺茹分
别折桂男女超模冠军， 苏美玲获女
子潮模组冠军， 肖梦婷获得最佳人
气奖。

蒙牛乳业作为赞助商现场助
阵，在比赛现场，蒙牛乳业旗下纯甄

酸奶推出的全新芝士口味备受欢
迎， 不仅现场观赛的消费者在蒙牛
乳业现场搭建的产品展示厅前纷纷
品尝， 获奖选手们也来到蒙牛乳业
展示台进行合影。 蒙牛乳业相关负
责人表示，“人因健康而美丽， 我们
希望借助新丝路模特大赛这个平
台，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健康生活，
展示美丽姿态，在这里也提示大家，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
居民每日应摄入多样奶制品， 相当
于每天300克液态奶”。

在比赛现场， 由蒙牛乳业推选
的肖梦婷颇受观众喜爱， 获得最佳

人气奖， 这名尚在读大学的邵阳妹
子告诉记者， 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
走向国际大舞台， 感谢新丝路给自
己这个机会。 ■肖祖华

蒙牛助力新丝路模特大赛 肖梦婷获总决赛最佳人气奖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1日联合发布数据,11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
51.7%, 比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
升至两年来的高点。

数据显示，11月份， 在调查
的21个行业大类中， 有16个行
业PMI指数回升到50%以上，反
映出多数行业初步扭转低迷态
势，出现恢复性回升。特别是农
副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及炼焦
业、 汽车制造业上升最为明显，
对制造业整体指数上升带动均

超过0.2个百分点。
PMI数据的回升显示当前经济

缓中趋稳的基础进一步夯实，释放
四季度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信号。

“结合PMI指数走势及调查中
企业反馈的意见来看，市场需求回
暖，价格回升，企业开工率提高，这
种整体向好发展态势还会持续一
段时间。”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
师陈中涛分析，四季度经济企稳态
势将进一步巩固，主要经济指标表
现良好，预计全年能实现经济增长
预期目标。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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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罗某某， 你给
我站住！》 一文刷爆朋友
圈。文章显示，深圳5岁女
孩罗某某罹患白血病，父
亲罗尔在微信公号记录女
儿治疗过程， 引发社会好
心人士打赏捐助。 有网友
指出，罗尔有三套房产，利
用公众号募捐， 幕后是小
铜人公司炒作该事件进行
营销。目前，深圳市民政局
已介入调查此事。

12月 1日，“罗尔事
件”又有反转，罗尔与小铜
人发声明致歉， 表示将募
集的267万建慈善基金，微
信官方介入此事。 微信官
方公众号“微信派”发布声
明称，将“罗某某事件”的260
余万赞赏资金原路退回。

【事件】 公号推送
文章募集267万元

11月25日起， 深圳媒
体人罗尔在微信公众号“卖
文” 救患白血病女儿的文章
让不少爱心网友解囊打赏，
深圳小铜人公司表示转发
该公司公众号的相关文章
一次公司会捐助一元钱。

11月27日，小铜人公
司公号文章刷屏， 很快阅
读量突破10万， 赞赏金达
五万元上限。28日凌晨，赞
赏功能恢复不到两小时，
阅读量突破100万人次，
赞赏金再次达到五万元上
限。也有读者循着线索，找

到罗尔的公号，继续打赏。
小铜人公司创始人、 罗尔
好友刘侠风回应称， 整个
活动募集到267万余元，
其中罗尔微信公号打赏
207万元，远超预期。

11月30日，朋友圈开
始发消息质疑“罗尔募捐
事件”。有网友指出，罗尔
有三套房，“卖文救女”实
则是营销炒作。 还有网友
称， 深圳医保报销比例很
高，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钱。

【追问】 商业组织介
入事件是否恰当？

据媒体跟进报道，罗
尔在接受采访时承认自己
有3套房，女儿罗某某的治
疗费用在9月和10月医保
差不多报销70%以上，自
己大概支付2万块钱左右。
对于这一“反转”，当初不
少在朋友圈转发的朋友并
不买账。罗尔表示，自己总
得有个住的地方因此没有
卖掉深圳的房子， 东莞的
两套房子房产证还没办下
来，因此无法交易。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培峰称，罗尔个
人求助和商业组织的营销
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显
问题， 但商业组织的介入
让原本“面对面”式的救助
关系变得更显复杂， 公众
在这个过程中有进行判断
的义务。 ■据新京报

渐过初冬时节好，公
益善行满华夏。 由中国福
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主办
的2016“双色球·梦想人
人行”公益之旅首发式暨
“为爱而行”公益健步走活
动，11月26日在美丽的山
水之都重庆隆重举行。我
省有两个公益项目入选全
国“最有影响力的福彩公
益项目”20强， 并获得了
“双色球热度省市”称号。

今年8月，中福彩中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双色球·
梦想人人行”公益之旅活动，
通过全国联动、省市协助、站
点参与的方式开展，从而在
全国范围内掀起声势浩大
的双色球品牌公益行动。

10月24日， 全国公
众、彩民票选出长沙市第
二社会福利院、株洲福彩·
宏志班等全国21个“最有
影响力的福彩公益项目”，
根据这批福彩公益项目
规划出10条公益之旅线
路，通过网络征集的“百
人梦想团”， 将分别融入1
0条线路的公益旅行。当

天，中福彩中心领导为10
条公益之旅线路代表授
旗并宣布起航，10条公益
之旅线路代表上台宣誓
“一路有我，践行公益”。

据介绍，在“双色球·
梦想人人行‘公益之旅’最
有影响力的福彩公益项
目”投票评选环节，湖南福
彩统一安排部署， 由各市
州福彩中心负责指导落
实投注站做好宣传品展
示和对外宣传工作。

全省福彩系统充分发
挥电台、网站、微信、报纸等
大众传媒的宣传推广作用，发
动广大公众积极参与活动，不
仅让大家深入了解了福彩公
益金的使用去向， 更极大地
提高了双色球的热度。

在活动现场，中福彩中
心特授予湖南、陕西、重庆等
10个省级福彩发行中心“双
色球热度省市”称号。 ■湘福

“卖文救女”被质疑营销炒作，罗尔与“合作”公司致歉

260余万元微信募款原路退回

公益之旅首发，公益健步开走

意大利
修宪公投
倒计时

12月1日， 在意
大利罗马， 一名女子
从支持修宪（打叉表
示赞成） 的海报前经
过。

意大利将于12月
4日就宪法改革举行
全民公投。 修宪的核
心诉求是削弱参议院
权力， 降低改革政策
推行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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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PMI升至两年来高点
多数行业出现恢复性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