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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我国会不会出
现新一轮“失业潮”？人民币汇
率会持续贬值吗？国家发改委
新闻发言人赵辰昕17日就这些
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赵辰昕说，虽然面临较大经
济下行压力，但从目前我国经济
运行的状态看，不会出现新一轮

“失业潮”。主要源于多方面重
要支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
没有变，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
长，就业拉动能力将继续提升；

“双创”将继续深入推进，创业带

动就业的能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劳动力市场整体较为活跃，过剩
劳动力可顺利实现流动就业。
随着经济结构加速调整，新产
业、新业态和服务业等蓬勃发
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化解
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带来的
过剩劳动力顺利实现跨地区、跨
行业流动就业。

赵辰昕说，目前“十三五”规
划纲要草案已多次经历党中央、
国务院审议程序，送各省区市、党
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门、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148个单
位征求了意见。1月25日至26
日，提交全国人大财经委进行了
初步审查，1月31日，专家委员会
对纲要草案进行了论证，形成了
论证报告。下一步，还将按照规
定程序提交讨论审议，不断修改
完善。履行完相关程序后，会在
规定时间提交全国人大。

人民币汇率会持续贬值
吗？对此，赵辰昕回应说，当前
我国国际收支保持良好状况，跨
境资本流动也处于正常区间，人

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了
基本稳定，甚至还有所升值，我
国有能力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
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中国是面向全世界开放的
大国，每天有外汇的流入流出是
非常正常的。”他说，当前影响人
民币汇率的四个重要因素没有
变：我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的地
位没有变；我国每年较大规模的
贸易顺差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
稳步推进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
汇率双向波动的新常态没有变。

中国不会出现新一轮“失业潮”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回应经济热点

鹅主人回应：“网红”双鹅已被吃

“此去一归期，生死两茫茫”，从情人节那天开始，这两只在
“别离”前亲吻的大鹅，瞬间刷屏朋友圈，成为新年第一对“网
红”。不少网友还编写出各种两只鹅的后续故事。

这照片究竟是谁拍摄的？这两只鹅现在还好吗？记者采访
鹅的主人得知，两只青梅竹马的大鹅已被吃了。

青梅竹马双鹅“吻别”感动网友

虽然情人节那天，范冰冰李
晨等明星都在秀恩爱，但风头远
不及这两只鹅。

对此，南京大学新闻学院胡
翼青教授分析道：“是互联网又
一次将网友的创作热情给彻底
地激发出来，网友们接二连三的
创意，让原本一张图片变得有趣
起来。”人们 相信这是两只鹅之
间的爱情，之所以大家热烈地参
与讨论，胡翼青教授表示：“主要

还是这张对比鲜明的图唤起了
大家心中关于爱情的共鸣。”

网友@盖文-张大发感慨：
引颈相依依，与君吻别离，梦中
再见时，君在汤镬中。生亦何混
混，死亦何戚戚。君去有我送，
我去有谁送？这是情人节看到
过的最悲伤照片了，做诗赋之。

网友@永恒一北京则评论：
你若不离不弃，我挨铁锅相依。
Y 据现代快报等

看到这一幕的邓小姐及
家人也于心不忍，“可是亲戚
家催得紧，定好了要母鹅。”最
终，母鹅被送到了亲戚家宰食
了。

当记者问起公鹅的下落
时，邓小姐解释道：公鹅也已
经被家里宰杀了。关于宰杀
这对“情侣鹅”，邓小姐表示也

是不得已，在此前，家里的狗
已经多次将公鹅咬伤。“而春
节后，自己和父母就要外出工
作，母鹅送人了，公鹅也不知
将何去何从。”所以家人一商
量，决定还是吃了。

邓小姐也表示，希望网友
们能够理解，自家养的草鹅，
被宰食是一种归宿。

2月14日，网友“@深圳李
宽”在微博上发出了两只鹅“亲
吻”的图片，配文：与君吻离别，
相送到村口，夕阳长身影，自此
各天涯！短短两天之内，这条
微博被转发了1.8万次。

照片中，一只母鹅被放在
车牌号为粤M·0J243的摩托
车上，一只公鹅站在摩托车
下，两只鹅嘴对嘴，被网友解
读为在“亲吻”。有网友表示，
看完这两只爱情鹅，泪奔了，
并点评称，“再次相见，已是来
生。”此后，这张照片便在网上
发酵，网友们脑洞大开，并延
伸出多个版本的结局。其中
这个版本流传最广，装载鹅的
摩托车出了故障，最终两只鹅
幸福地在一起了，并孵出了很
多小鹅。但在吃货网友眼中：
这两只鹅免不了是烤鹅和盐

水鹅的结局。
虽然微博首发是“@深圳

李宽”，但照片并非他拍摄。
前天，记者联系到了养鹅的这
户人家，位于广东梅州的邓小
姐家。邓告诉记者，她家在梅
州农村，是地地道道的客家
人，这两只鹅是父母养的，有
一年多了，可谓是青梅竹马的
两只鹅。

故事还得从大年初二说
起。因为年前家里欠了亲戚的
人情，年初二，这位亲戚家要请
客，所以准备将母鹅一大早送
到亲戚家。可让邓小姐没 想
到的是：当爸爸在地面上捆扎
母鹅时，公鹅早已伸长了脖子，
试图解开母鹅身上的绳子，动
作也十分亲昵。“情深意重的公
鹅一直在‘嘎嘎’叫唤，似乎在
祈求主人，放开她吧。”

本期河南销售总额为392680元，
中奖总金额为1703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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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省销售额为204728元，全省中奖总金额
为631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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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河南 3D 及附加玩法销售额为
127161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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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全国销售额“排列3”、“排列5”分别为13378188元
和853477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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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投注总额为 168872599元,2406571046.2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两鹅吻别发生在大年初二

17日晚，哈尔滨市松北区“天
价鱼”事件专项调查组公布阶段性
调查情况，称经深入调查，针对目
前已核实的涉事饭店存在不以真
实名称提供服务、餐饮许可证过期
等问题，松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
令其停止经营活动，并依法依规按
程序进行行政处罚。

松北区“天价鱼”事件专项调
查组阶段性调查称：“通过该事件，
也暴露出来我们对餐饮等行业监
管还存在缺失，管理上还不到位。
我们要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对侵害
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绝不
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进一步
完善管理和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
消费环境。”

前天下午3时许，黑龙江调查
组终于和消费者陈先生联系上了，
双方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沟通。
陈先生近日现身常州广播电视台，
回应了网上的质疑。

陈先生说自己是常州的个体
户，和家人去哈尔滨旅行是自费。
他说自己的团队是被导游带去
的。陈先生说，“当地的旅行社不
断跟我们道歉，不断（说要）给我们
赔偿，我们一直不接受。我们是这
样想的，既然事已经出了，我们也
不要别人赔偿。既然你犯错了，你
就要承担责任。”

打着“北岸野生渔村”招牌的
饭店，究竟有没有经营野生鳇鱼的
经营许可证？据媒体报道，该饭店
餐饮许可证已过期，工商登记的经
营范围并没有“野生”。

对于一张手写账单上签的
“陈”字，涉事饭店前台经理赵玲承
认，在手写账单上签字的并不是顾
客陈先生本人，而是该店服务员为

“免责”代签的。
据媒体报道，前天上午，一名

哈尔滨匿名导游小丽（化名）爆料
称，自己曾经做过导游，往上述渔
村带人会有60%左右的提成。而

“天价鱼”被曝光前，许多游客在网
络上吐槽称是经当地司机推荐到
涉事饭店就餐，花了几千元吃顿鱼
连发票都没有，手中仅有收银小
票。到涉事饭店吃鱼均是当地承
接旅行社导游、司机以及出租车和
一些黑车司机推荐的。Y

综合新华社、央广等报道

“天价鱼”涉事饭店
被责令停止经营
饭店承认代客签字

家鹅被宰食是一种归宿
这张图唤起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两鹅“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