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度贴吧、网易博客等
52家网站涉黑涉暴被查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璩静）记者
5 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 继查处新浪
网等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之后， 总局相关部门
正在对百度贴吧、网易博客、土豆网、道客巴巴等
52 家网站涉嫌登载传播涉黑、涉暴、涉淫秽色情
违法违规网络出版物行为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将
依法做出处罚，追究其民事与刑事责任。

据了解，这些网站都涉嫌登载《令人战栗的
格林童话》系列、《黑暗童话》系列、《邪恶童话》
系列等涉黑、涉暴、涉淫秽色情内容而被调查。 今
年以来，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涉黑、涉暴、涉
淫秽色情违法违规网络出版活动保持了高压态
势，坚持追究违法违规网站责任。 截至目前，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责令查禁涉黑、涉暴、涉淫秽
色情违法违规网络出版物 122 种， 并追究 93 家
涉案网站责任。

正在青岛举行的 2014 青岛世界园
艺博览会在其蔬艺馆设立了太空植物展
示区，展出了太空特大南瓜、五彩椒、香
炉瓜、太空茄子等 30 个品种的蔬菜，集
中展示我国在航天育种、 制种等方面的
卓越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太空果蔬”世园飘香

2014年 6月 6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 黄娟 主编： 史自勋 美编： 张昕综合中国新闻B02

■■■■■ ■■■■■ ■■■■■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日立法机构蓄意炒作“中国威胁”极不负责任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张

鹏雄、侯丽军）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5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立法机构蓄
意炒作“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做

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有记者问，据日媒报道，日本众议

院外务委员会日前决定，将于近日通过
抗议中国军机在东海上空异常接近日

本自卫队飞机事的决议。 中方对此有何
评论？

洪磊说，中方已就两架日本自卫队
侦察机擅自进入中俄海上联合军演海

域上空对演习实施侦察干扰事表明了严
正立场。

他表示，日本立法机构利用此事蓄
意炒作“中国威胁”抹黑中国形象的做

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这只会误导公众，
加剧对立，损害中日关系。 我们敦促日
方尊重事实，反躬自省、停止挑衅，为改
善中日关系做出切实努力。

七国集团峰会发表声明，对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示关切

中方坚决回应侵犯我主权的挑衅行动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张艺、张

鹏雄）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5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对于少数国家肆意侵犯中
国主权和权益、蓄意破坏海上和平稳定
的挑衅行动，中方将予以坚决回应。

有记者问，6 月 4 日，七国集团峰会
发表声明， 对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表

示关切。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 中国是维护东海和南海

和平稳定、 推动地区国家合作与发展的
坚定力量，也是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
本原则的坚定力量。 中国最不希望看到
自己的周边、 包括东海和南海地区出现

任何动荡。中国坚定维护领土主权、海洋
权益和国家安全， 中方也一直按照国际
法和国际惯例维护有关海空域的秩序和
航行自由， 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
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
上， 通过双边协商谈判解决涉及东海和
南海的有关争议。 这是中国和有关国家

达成的重要共识， 也符合大多数地区国
家和人民的利益和期待。 但对于少数国
家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和权益、 蓄意破坏
海上和平稳定的挑衅行动， 中方将予以
坚决回应。

洪磊说，实践一再证明，由相关方
谈判协商是解决争议最有效的方法，将

有关争议国际化，以及无关方干涉和介
入争议，无助于争议的解决，只会增加
解决问题的难度，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
定。域外国家在有关争议问题上应尊重
客观事实，秉持公正态度，而不是人为
地渲染紧张、制造对立，为地区局势增
加复杂因素。

“5·28”故意杀人案追踪

起底他们心中的“全能神”6 月 2 日，山东招远“5·
28” 故意杀人案 5 名犯罪嫌
疑人被依法批捕。

2014 年 5 月 28 日 21
时许，为宣扬邪教、发展成员，
犯罪嫌疑人在招远市罗峰路
麦当劳快餐厅内向周围就餐
人员索要电话号码，遭被害人
吴某某拒绝后， 遂实施殴打，
致被害人死亡。犯罪嫌疑人张
帆、张立冬、吕迎春、张航、张
巧联等均为“全能神”邪教组
织成员。

“新华视点”记者连日来
分别采访了犯罪嫌疑人张立
冬和张帆等。在招远故意杀人
案涉案人中， 有曾经的商人，
也有大学生。 加入邪教之后，
他们的身份都彻底转变，不工
作， 除正常的生活需求外，与
外界基本不联系，每天都在家
里学习邪教书籍，写“灵修”笔
记，互相灌输邪教思想。

血案暴露其罪恶本质
从网友拍摄的视频和警方公布的

麦当劳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6 名邪教
组织成员在围殴被害人时极其残暴。

据警方调查，张立冬（男）及其长
女张帆、次女张航、儿子张某（辍学、未
成年），张巧联（女）、吕迎春（女）均
系邪教组织“全能神”成员。 为发展邪
教组织成员，在麦当劳餐厅内向就餐人
员索要电话号码， 遭被害人拒绝后，遂
对其进行殴打。

招远案发后网上传播的视频中，张

立冬挥动拖把柄猛击被害人的场面触
目惊心。 在这个邪教小团体中，张立冬
年龄最大， 是其中 3 名邪教成员的父
亲。 6 月 1 日，记者在看守所见到了张
立冬。

张立冬说，7 年前受大女儿张帆的
影响，开始信奉“全能神”。自加入邪教
后，他不再工作，用的都是以前的积蓄。
张立冬认为，自己的幸运是“神”的恩
赐。案发当晚他开的保时捷卡宴是去年
买的，花了 100多万元。

记者：为什么要打她？
张立冬：因为她是“恶魔”，是“邪

灵”。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张立冬：因为“长子”说了，她就是“恶

魔”，就是“邪灵”。（“长子”是张帆）
记者： 考虑过被害人家属的感受

吗？
张立冬：没想过。
记者：打死被害人，有后悔过吗？
张立冬：刚开始有点埋怨张帆。 我

现在相信她（被害人）是邪灵是恶魔，是
应该下地狱的，我不后悔做过的一切。

新华视点

犯罪嫌疑人张立冬。

南方将再次遭遇强降雨
国家防总今年首次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记者于
文静）近日以来，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先
后出现大到暴雨，据预测，5 日至 7 日，
雨区南压东扩，西南南部、江南南部、华
南大部将有中到大雨， 国家防总 5 日
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记者 5 日从国家防总获悉，6 月 2
日以来，江南、华南部分地区先后出现
大到暴雨，其中广西柳州、桂林和贵州
遵义、 黔东南等地部分地区降了大暴

雨。 广西、贵州、重庆、四川、湖南、福建
等 6 个省区市 17 条河流发生超警戒
水位以上洪水，其中广西西江支流盘阳
河发生超历史记录的洪水，贵州赤水河
支流官渡河发生超保证水位洪水，一些
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

据预测，6 月 5 日至 7 日， 西南南
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将有中到大雨，
广西将有一次全区性的强降水过程，局
部累计降水量可达 200至 300毫米。

国家防总 5 日召开的防汛会商会
认为，此次降水过程雨量大、范围广、雨
区集中， 加之受前一阶段 6 次强降雨
过程影响，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土壤含
水趋于饱和，新一轮强降雨极易引发流
域性洪水和山洪、泥石流、滑坡等地质
灾害及城市内涝等，防汛抗洪形势十分
严峻。

据了解， 国家防总在前期已向广
东、广西、云南、四川、重庆派出 5 个工

作组基础上，再次向广西和贵州加派 2
个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防汛抗
洪工作，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有关地
区强化责任，滚动预测预报，及时启动
响应，细化完善预案，科学调度骨干水
利工程， 强化巡查防守和转移避险，充
分发挥已建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
的监测预警与群测群防作用，着力做好
水库度汛、山洪防范、城市防洪排涝和
江河洪水防御等工作。

广西 14 趟列车晚点
据新华社南宁 6 月 5 日电 据南

宁铁路局介绍，6 月 4 日晚至 6 月 5 日
凌晨，广西境内多地普降暴雨，共造成
湘桂线、益湛线、南昆线部分区间封锁，
14趟旅客列车晚点运行。

据了解，益湛线于 4 日 18 时至 22
时 30 分遭遇暴雨袭击， 影响 T289、
T290、K161、1803 等 4 趟旅客列车晚
点运行，平均晚点 2个小时左右。 南昆
线威舍至板其区间也在 4 日 19 时至 5
日 3 时遭遇暴雨， 导致 K484、K232、
K182、K985、K986、K231、K983、K181
等 8 趟客车晚点运行， 平均晚点 3 小

时左右。湘桂线也因雨情分别于 5日 6
时 35 分封锁幽兰至新村区间、6 时 55
分封锁了新村至鹿寨区间、7 时 40 分
封锁黄冕至幽兰区间， 造成 K394、
K457两趟客车晚点运行。

目前， 南昆线线路封锁已经解除，
湘桂线因雨势雨量较大暂时仍未解除
封锁。

记者获悉，6 月 4 日， 位于广西河
池市凤山县遭遇强降雨，导致穿城而过
的河水暴涨， 倒灌入县城引发严重内
涝，多条道路受阻，消防官兵共营救转
移了上百名被困群众。

关注
南方强降雨

6月 5日，工作人员在石阡县城客车站里清理淤泥。 6月 3日至 4日，贵州省
石阡县再次遭遇强降雨袭击，目前已发现 6 人因灾死亡，1 人失踪，强降雨造成县
城大面积内涝，截至 5日，县城及周边乡镇停电停水。 新华社记者 李黔渝 摄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
作人员。

任命童道驰为商务部部长助理； 任命刘玉珠
为文化部部长助理；任命赵晓光、范小毛为国家信
访局副局长；任命邢小江为国家邮政局副局长；任
命许士平、胡旺林为国家档案局副局长；任命荆惠
民为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任命王树国为西安交
通大学校长；柯炳生继续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朱崇实继续担任厦门大学校长。

免去周建的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仇
保兴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职务； 免去李捷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职务；免去郑南宁的西安交通大学校长职务；免去
王树国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职务。

6月 4日晚，娄底市民为殷晓非家属捐款。
6月 4日 17点时许，湖南省娄底市二大桥西

侧一年轻女子跳河自杀，在岸边路过躲雨的 5 名
青年见状马上下水开展营救。 在营救过程中，32
岁的河南南阳籍青年殷晓非终因体力不支， 与坠
河女子一同沉入水中，不幸遇难。

在事发现场， 前来围观的娄底市民为殷晓非
的英雄壮举所打动，得知殷晓非家庭困难，且有三
个年幼的孩子需要抚养，人们在现场纷纷慷慨解囊
向殷晓非家属捐献爱心款。 短短一个小时，殷晓非
家属收到的爱心善款已超过 3万元。 新华社发

河南男子为救落水女子遇难

群众现场募捐 3万元

伊犁马代孕
汗血马出生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 6 月 5 日电
（记者赵春晖） 又一匹纯种汗血马 4 日
在新疆伊犁草原降生， 不过新生马驹的
亲妈却与它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只是普
通的伊犁马。

这是今年 5月底以来， 在新疆特克
斯县降生的第 3匹汗血马。 经过当地畜
牧兽医局的专家最终确认， 一周前出生
的两匹汗血马各项指标都正常， 可以适
应当地的生长环境。 这意味着我国首次
人工繁育汗血宝马获得成功。

据特克斯县畜牧兽医局党委书记、
副局长孙军介绍，11 个月前， 专家们利
用胚胎移植技术把汗血母马体内的胚胎
取出，移植到 6匹伊犁马的子宫内，并使
之成功受孕。

虽然新疆的牛羊胚胎移植技术已十
分成熟，但马的胚胎移植技术却相对复杂。
孙军说， 移植的胚胎来自 5匹汗血母马的
腹内。专家们采集了 4匹汗血公马的精液，
并采用人工授精技术，才获得了这些胚胎。
这些纯种汗血马都是去年从国外引入的。

红细胞
穿上“衣服”
造出“万能血”

据新华社杭州 6 月 5 日电 （周炜、
朱涵） 浙江大学唐睿康教授团队研制出
一种制造“万能血”的方法，通过聚多巴
胺作用于红细胞表面， 让红细胞的血型
免于被血液中的抗体“觉察”，这种红细
胞就能注入ABO血型系统的任一血型。

人的血型由红细胞表面的抗原蛋白
决定。 例如最常见的 ABO血型系统中，
A 型血的红细胞表面带 A 型抗原，B 型
血的红细胞表面带 B 型抗原。 输血时，
受血者血浆中的抗体会识别供血者红细
胞的表面抗原，如果血型不匹配，抗体就
会把它们定义为“外来物种”，并向它们
发起进攻，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后果。

如何才能让红细胞逃过抗体的“火
眼金睛”？唐睿康团队受“鸡蛋壳保护鸡
蛋”的启发，在实验室中为细胞找到合
适的“外衣材料”———聚多巴胺，并精确
地“穿”到红细胞上，赋予细胞不同的功
能与特性，从而制造“万能血”。

“这件‘衣服’不能包裹得太严实，
否则会影响细胞膜本身流动性， 也不能
太松，否则抗原有可能‘暴露’。 ”论文
的第一作者，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浙大转化医学研究院副教授王本说。

研究团队在体外实验中证实，“万
能血”在血液错配的情况下，没有产生
抗原反应， 而红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特征
依然保持不变。 在小鼠试验中，“万能
血”的红细胞保持着原始红细胞的行为
特征，拥有类似的生命周期，即便经过多
次输血，也未激起受血者的免疫反应。

6月 5日， 一名女子在浙江平湖市区的无人
售货店内选购商品。

浙江平湖市区新开一家无人售货的杂货店，
不到 10 平方米的店内没有售货员， 付款靠顾客
自觉。 据了解，该店由当地一名 80后女子和朋友
合开，商品价格多在 10 元以下，采取无人售货的
方式来倡导顾客与商家间的互信。

无人售货店隔壁的咖啡店店长张丽霞每天
“兼职”清点这里的商品与钱款。 她说：“顾客付
款都很自觉。 这家店从 4 月 20 日开张以来共收
到货款约 2000元。 ”

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无人售货店
营业 40多天“不差钱”

缘何不能自拔、害人害己？
张帆交代，以前参加教会时，曾上

交过十几万元的“奉献款”，被别人带
走了。

在犯罪嫌疑人的住所里挂了一块
小白板，上面有“残杀、虐杀”的字样。
就在案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张帆还残忍
杀死了自家的一条宠物狗，而她的解释
是， 当晚吕迎春感觉不舒服， 可能是
“邪灵”“袭击” 了她， 后来她们确定
“袭击者”是所养的宠物狗，所以就把

它打死了。
6 月 2 日，记者在看守所见到张帆

时，她表示现在如果见到母亲，会朝她
冷笑，“但等我离开这个身体， 上天之
后，我还是会杀了她”。

张立冬告诉记者， 他曾有两次对
“神” 有过短暂怀疑， 第一次是刚来
招远的时候，第二次就是这次被抓起
来以后， 但很快， 他又坚定了信心。
“相信‘神’会毁灭那些抵挡他、悖逆

他的人。 ”
“不害怕法律， 对做过的事不后

悔。 ”不管是张立冬，还是张帆，这两位
犯罪嫌疑人对法律的淡漠让人震惊。在
深陷邪教泥潭之后，他们都逐渐与亲戚
朋友疏远。

受访专家认为，山东招远“5·28”
案件，再次揭露了“全能神”邪教反人
类、反科学、反社会的特质，以及其精神
控制、泯灭人性的丑恶嘴脸。

记者 吴书光 陈尚营
（据新华社济南 6 月 5 日电）

家庭式的邪教团体
张帆是张立冬的长女，生于 1984

年。 在这个家庭式的邪教团体中，她
最早接触“全能神”并蛊惑家里人加
入。 走向深渊的张帆，上过大学，还曾
短暂去过国外。 她和另一名犯罪嫌疑
人吕迎春的地位最高，其他人都是跟
随者。

张帆交代， 因为一本邪教书籍，她

开始信奉“全能神”。 她现在认为以前
认识的其他“全能神”信徒是“邪灵”，
只有自己跟父亲、弟弟、妹妹、吕迎春、
张巧联是真正的“全能神”信徒。

张帆说， 自己的母亲是 “恶灵之
王”，见面之后就会杀了她。“我跟吕迎
春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认识到我妈妈是
‘恶灵之王’。 ”

吕迎春是在 2008年通过网络认识
了张帆，由于两人对“全能神”的认识
一致，逐渐熟悉起来。 2009 年，张帆和
家人先后来到招远，后来吕迎春与他们
住到了一起。

此案中的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张
航是张立冬的小女儿，1996 年出生，只
上过初中。此案中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张巧联是张立冬的情人，1990 年出生，
案发前几天刚来到招远。

招远

收受巨额贿赂 与他人通奸

中出信保原副总经理
戴春宁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北京 6 月 5 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纪
委对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严
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

经查，戴春宁伙同他人贪污巨额公款；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公司或个人谋取利益， 单独或
伙同他人收受巨额贿赂；与他人通奸。

戴春宁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违法，其
中贪污、受贿问题已涉嫌犯罪。 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审议
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戴春宁开除党籍处
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