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警方表态“鱼塘浮尸事件”：

绝不包庇袒护
新华社昆明 6 月 16 日专电 （记

者王研）6 月 15 日，有媒体对一男子
从派出所释放后不久 “鱼塘浮尸事
件”进行报道后，普洱市公安局表示，
公安机关将认真查明情况，及时向社
会公布。 如发现在该起案件中有违法
违纪行为， 将依法依规予以严肃处
理，绝不包庇袒护。

相关媒体报道的大致内容为：5月
5日，38岁的男子夏文金涉嫌盗窃被普
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城北派出所拘留，
5月 10日， 警方决定对其行政拘留 8
日，但警方称未通知家属。5月 14日，夏
文金的遗体被人发现漂浮在鱼塘，警方
联系家属称“溺水死亡”。家属看到夏文
金的头部、脖颈、胸部等出现伤痕，并质
疑夏是被刑讯逼供后致死而遭抛尸。

浙江一女子

为“治痘”贪污公款 30万
新华社杭州 6 月 16 日专电 （记者

韦慧 裘立华） 浙江省舟山市嵊泗县一
80后女子为了根治脸上的青春痘，利用
职务之便贪污公款 30多万元。

经法院审理查明， 被告人刘某原为
浙江省嵊泗县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国
有独资公司）出纳。 2005 年，刘某因脸

上长有青春痘影响容颜，一直苦恼不已。
此时，该公司的会计只是兼职，1 个月来
公司一两天做财务报表。 会计觉得拿着
印鉴章不方便， 便把印章交给刘某代为
保管。

这对于当时月薪只有七八百元的刘
某来说无疑是巨大诱惑。 苦于青春痘的

困扰， 她最终把黑手伸向了单位公款。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她利用职务之
便， 先后分 5 次侵吞公司公款计 30 多
万元，而贪污的这些钱财全部用于“治
痘”和治疗一些其他病。

2013 年 10 月 9 日，嵊泗县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委托一家会计师事

务所对该公司注销前的资产、 负债等进
行清算审计。 眼看审计时间即将临近，
而自己又无法短时间筹集这么多钱，刘
某决定再次铤而走险。

她在次日晚偷偷潜入自己办公室
窃取了公司会计账簿、 记账凭证及笔
记本电脑等， 企图制造办公室失窃的
假象。

10月 11日， 刘某所在公司发现账
簿不见后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12日
上午，刘某自知无法逃脱，主动向警方投
案自首。

庭审中， 刘某对自己所犯的贪污
事实供认不讳。法院将择日进行宣判。

90后缉毒女兵王彦入。 （资料照片）

日前， 北京新三海特种材料有限
责任公司研制成功 SH6 红外雷达隐
身复合多元膜，已申请国防专利。国家
权威机构多次检测，发现 SH6 复合多
元膜可使 8～40GHz 频段内的雷达波
衰减达 10～15db，而每平方米的重量
仅为 0.7 千克， 还可极大降低红外辐
射波， 综合性能明显优于目前世界各
国通用的雷达隐身涂料， 将为提升我
军作战效能和极大提高武器生存能力

作出贡献。
当雷达隐身涂料施工到各种武器装

备上时， 涂层厚度需在 1 毫米以上，每
平方米重量在 3～5 千克以上， 不仅施
工周期长， 而且因涂层厚， 容易开裂脱
落，维修困难，加之隐身频带窄，不能与

红外隐身材料复合使用。 这些不足之处
多年来没有明显改进， 使得飞行器及许
多先进武器装备无法采用。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及其
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 军事侦察
技术手段已经实现了高技术化。 精确

制导武器的广泛应用， 意味着战场目
标 “发现即可命中”， 使武器装备系
统、军事设施、作战部队生存能力及作
战效能受到严重威胁。 伪装和隐身技
术作为反侦察手段已成为战场上必不
可少的部分。

作为当今最具有领先水平的隐身遮
障物， 这种膜只需简单地遮盖到各种武
器装备和军事设施表面上，就使天空、地
面上的各种红外及雷达侦察设备发现不
了和识别不了。

（来源：中国航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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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贝思”登陆 台风季开始

专家：今年台风比往年偏少
15 日 16 时 50 分在广东省汕头市

濠江区登陆的今年第 7 号台风 “海贝
思”，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不少网民在关注台风对登陆地区造
成灾害影响的同时， 也发出了这样的疑
问： 为何今年的第 7 号台风才登陆我
国？ 今年的台风对我国的侵扰会少吗？

首个台风登陆汕头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
关规定， 国家防总 15 日启动防汛防台
风Ⅳ级应急响应，并再次向福建、广东、
浙江、海南省防指和珠江防总发出通知，
要求进一步强化应急值守、 监测预报和
会商分析，落实船只回港和海上作业人
员转移避险，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工作，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最大限度减轻灾
害损失。

“海贝思”登陆后，在广东汕头地区
以及临近的福建南部等地造成了暴雨局
部特大暴雨强降雨过程。

在汕头，“海贝思”带来的特大暴雨
共造成这个市的潮南区雷岭镇 12 个村
居严重受浸。 目前，潮南区雷岭镇共转
移群众 1.3 万多人， 潮阳区海门镇转移

群众 20多人。
此外 ， 据福建省防汛办初步统

计，截至 15 日 8 时，受台风正面影响
的漳州市的 7135 艘渔船已全部进港
避风 ， 共转移海上各类作业人员约
2.8 万人。

“7号”登陆时间偏早

有关专家指出，一般情况下，西北太

平洋和南海生成台风多从 3、4 月份开
始，而登陆我国的台风一般会在 6 月底
出现。 由于今年的第 1 号台风“玲玲”
在 1 月下旬就形成而且在 6 月份之前
台风生成数量多，所以才出现第 7 号台
风才登陆我的情况。 虽然“排名”靠后，
但实际上这个“7 号”在我国登陆时间
还算偏早。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
心高级工程师高拴柱说，6 月至 10 月是

台风较为活跃的季节， 首个登陆我国的
台风常年平均时间为 6 月 29 日， 今年
“海贝思”登陆时间属于正常偏早，如：
2013年 6月 22日， 首个登陆我国的台
风是当年第 5 号台风 “贝碧嘉”；2012
年 6 月 30 日， 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是
当年第 6号台风“杜苏芮”。

高拴柱说，在“海贝思”之前，今年
已生成 6 个台风，这一数字比常年同期
偏多。 截至今年 5月，台风共生成 5个，

常年数据则为 2.8 个； 而 6 月到目前为
止，已生成第 6 号台风“米娜”和第 7
号台风“海贝思”。

“不过，随着‘海贝思’的登陆，意
味着我国将进入今年防御台风灾害的重
点时期。 ”高拴柱说。

我国今年有 6至 7个台风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 2014 年度
全国海洋灾害预测会商意见指出， 预计
2014 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将有 23
至 25 个台风生成， 比今年之前常年
（25.6 个）略偏少；其中有 6 至 7 个在
我国沿海登陆，比常年（7.6 个）也略偏
少， 在华南沿海登陆的台风比华东沿海
偏多。 另外，2014年还将有 1至 2个台
风北上影响北部海区。

另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 4 月份预
测，今年中期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厄
尔尼诺现象或会影响今年台风生成及登
陆我国的情况。

广东省气象局高级工程师伍红雨
说，一旦出现厄尔尼诺现象，汛期总雨
量会较常年偏多， 前汛期可能出现前
旱后涝，后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偏多。 预
计今年登陆或严重影响广东的台风或
有 4 到 6 个， 其中至少有 1 个达到强
台风级别。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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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女兵的缉毒经历：

从毒贩粪便里掏毒品
王彦入、霍小娟、张绺，是获得“缉

毒先锋站”荣誉称号的云南公安边防总
队木康边境检查站里 3 名普通的 90 后
缉毒女兵。常人难以想象的考验和艰辛，
让她们在阵痛中慢慢蜕变，迎风绽放。

王彦入：粪便中捞毒品

2013年 1月，木康边境检查站迎来
了第一个 90 后女兵王彦入。 缉毒工作
充满惊险和艰辛， 娇滴滴的 90 后女兵
能承受得了吗？

今年 5月 3日，2名外籍女毒贩将用
避孕套包好的毒品吞服准备运往昆明。 被
执勤官兵查获后，为确保毒贩的安全、掌握
确凿证据，2名毒贩被送到当地医院排毒。

王彦入和其他两名战友被安排轮流
到医院看守毒贩。第 2天，轮到王彦入看
守女毒贩。 1 名孕妇毒贩拉了一天的肚
子后终于排出 10多粒毒品。在厕所边守
了一天的王彦入从粪便里将一粒粒毒品
捞出， 清理干净。 穿着被粪水浸湿的裤
子，王彦入又在医院守了一整夜。

霍小娟：每天查车上千次

2013年 3月，霍小娟成为第二个来

到木康边境检查站的 90 后女兵。 钻车
底、爬货厢、翻货物；边境巡逻、设伏堵
卡、围追堵截；3 公里越野、擒拿格斗、队
列训练， 为了自己曾经许下的 “英雄
梦”，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

今年 5 月 19 日下午 3 点， 烈日炙
烤着滚烫的水泥地， 霍小娟和战友们头
戴钢盔、身着防弹衣，在执勤现场对过往
人员、车辆和货物进行例行检查。整车人
查完，霍小娟又下车打开汽车引擎盖，热
气和灰尘扑面而来。 她迅速利索地掏出
手电筒、螺丝刀、带凹槽的长针和一面小
镜子，对车体进行仔细检查。

一天下来， 这样的检查要重复无数
次。 坚守中， 初出茅庐的她交上了一份
令人满意的答卷： 不到一年查获各类毒
品 2公斤。

张绺：“女汉子”的硬心肠

1995 年出生的张绺是木康边境检

查站年龄最小的女兵，入伍时间也最短。
她的梦想就是早日成为一名缉毒战场的
“女汉子”。

2013年 12月 19日晚上 10点左右，
张绺对一辆从瑞丽开往昆明的卧铺车进行
检查。 在车上，她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张绺记得这是一名外籍妇女，经常
坐这趟车，旁边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
男孩。 前几次检查时这名妇女都能听懂
中文并且十分配合检查。 但这一次，这
名妇女一直摇头表示听不懂张绺讲的
话。 张绺把她列为重点检查对象。 下车
后，张绺在她身上搜到 300 克毒品。

被查出毒品后， 这名妇女指了指身
边的小男孩，不停地磕头求饶。小男孩也
睁大眼睛看着她。“我当时确实心软，孩
子还那么小，妈妈要是坐牢了，他以后怎
么办？ ”张绺说。

但是，理智还是战胜了感情。张绺和
战友依法将这名外籍妇女移交给德宏公
安边防支队侦查队。

“心灵的成长或许比成绩更重要！”
木康边境检查站教导员郭军毅说，90 后
女兵群体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
毅力令人钦佩。是生活，教会了她们懂得
责任、勇于担当。

（新华社昆明 6 月 16 日电）

北京 18岁户籍人群

健康期望寿命约 40年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李亚红）

北京市疾控中心 16 日发布，北京市户籍 18 岁组
人群健康期望寿命为 40.17 剩余年。 也就是说北
京市户籍 18 岁的人群， 可以在完全健康的状态
下生活约 40 年，随后的近 20 年可能在疾病或残
疾状态下度过。

北京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 虽然北京市居民
的期望寿命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但居民生命质
量并不是非常理想。 健康期望寿命是指在考虑了
疾病或残疾等因素造成的非健康状态影响后，测
算出一个人在完全健康状态下生存的平均期望年
数。相对于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在关注生命数
量的同时，更关注生命质量。

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邓瑛以此次研究中男性
组测算结果进行说明， 北京市户籍居民 18 岁组
男性期望寿命为 62.22 年剩余年， 健康期望寿命
为 43.4 剩余年。 那么在这 62.22 年的剩余生命
里， 这一人群相当于有 43.4 年是完全健康的，在
疾病或残疾状态下度过的时间相当于 18.82年。

北京市疾控中心分析对健康期望寿命影响因
素发现，体育锻炼是健康的保护因素，即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健康状况不良发生概率较低， 会延长健
康期望寿命。 而常见慢性疾病是缩短健康期望寿
命的主要因素，如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等。
“医学技术可以延长你的生命时间， 但不能保证
你的生命质量，要提升生命质量，需要坚持体育锻
炼，选择健康生活方式来预防慢性疾病的威胁。 ”
邓瑛说。

教育部通报：

部分省份校园
安防仍存漏洞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 记者 16日在此
间获悉，教育部、公安部有关司局通过对 13 个省
（区、 市）168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明察暗访，发
现一些地方校园安全防范仍存问题和薄弱环节。

据了解， 近期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和公安部
治安管理局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
宁、上海、山东、湖南、广东、四川、陕西、青海等 13
个省（区、市）168 所中小学幼儿园的安全防范工
作进行了明察暗访， 发现一些地方人防技防力量
配备不到位或防护装备佩戴、 安防器材摆放不规
范；一些校园没有专职保安员或保安员年龄偏大，
安全防护器材缺乏。有些学校的校园门卫、保安员
在值守过程中，头盔、防刺服、橡胶棍等防护装备
有的不佩戴，有的佩戴不全，钢叉、盾牌等安防器
械没有拿在手中而是放置在门卫室内。

此外，保安员、教师安全防范意识不强，防范
制度不落实。 有些学校在上课和上下学时段虽然
有教师和保安员值守， 但外来人员仍可不登记或
不验证、随便登记后进入校园。

调查也发现校园周边安全仍存在隐患。 一些
学校上下学高峰时段校园周边无警车巡逻或民警
执勤，学生进出校园存在秩序混乱，社会车辆停放
较多影响人员疏散及日常交通通行安全等。

上海聂耳旧居起火
6月 16日拍摄的火灾现场（手机拍摄）。
当日上午 11 时许， 上海虹口区公平路 185

弄 86号发生火灾， 火灾过火面积约 60 平方米，
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悉，起火房屋曾为聂耳旧居，聂耳在此短暂
居住。 新华社发

中国护照持有者
过境澳门逗留许可缩短

新华社北京 6 月 16 日电（记者刘冬杰） 澳
门特区治安警察局 16 日宣布， 再度缩短中国护
照持有者过境澳门的逗留期限， 首次入境者的逗
留许可将由 7 天缩短至 5 天；若仅逗留澳门而没
有前往第三地，而且于 60 天（现为 30 天）内第
二次入境， 获给予的逗留许可由 2 天缩短至 1
天。 措施今年 7月 1日起执行。

涉嫌“衡阳破坏选举案”

湖南 50人被公诉
新华社长沙 6 月 16 日电 （记者

陈文广 丁文杰）16 日， 记者从湖南
省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湖南省检察
机关对“衡阳破坏选举案”中 48 件
案件 50 名被告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据介绍，迄今为止，湖南省检察机
关对“衡阳破坏选举案”立案侦查 65
件 68人。

中国新型雷达隐身膜领先世界

郑州一少女治疗网瘾被“训”死
5名相关人员被刑拘

新华社郑州 6 月 16 日专电（记者
李亚楠） 位于河南郑州的一所戒网瘾
学校加训中致 1 名学生死亡后， 竟然
还在继续招生。 记者询问当地教育部
门获悉， 这所学校的办学资质已被撤
销，如果继续招生的话，就属于非法办
学，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 目前，警方
已以涉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刑拘 5 名
相关人员。

成立于 2004 年的郑州搏强新概念
培训学校，是一家针对上网无度、厌学、
离家出走、自闭等青少年采用心理辅导
为主的特殊教育培训学校。该校网站称，

先后成功转化“不良行为” 少年 3000
余人，被誉为“问题少年中原教育第一
品牌”。

然而，今年 5 月 19 日的一起学生
加训后死亡事件却将该校抛向风口浪
尖。 据记者了解，当晚 9 点左右，该校
1 名 19 岁的女生，被学校老师安排在
宿舍楼前的硬地上进行 “前倒”和
“后倒”的加训，当晚 11 点多，这名学
生因身体不适被送往医院抢救。 院方
出具的相关证明显示，该学生为“院
前死亡”。

事件发生之后，死者家属立即报警。

据警方介绍， 家属已经同意进行尸检。
死亡原因，要到尸检结果出来后才能确
定。 5月 21 日，死者的心理辅导老师马
某、搏强新概念培训学校副校长孔某以
及 3 名教官共 5 人，已因涉嫌故意伤害
致人死亡被刑拘。

据记者了解，此事发生后，不少家长
已经将自己的孩子接回家。 不过， 令人
意外的是， 这所学校却仍在继续招生。
记者在该校网站上看到一则发布于 6
月 7 日的搏强军事拓展夏令营招生简
章。 简章称，将通过 30 天及 50 天的特
训，帮助孩子实现更好的心灵蜕变，更快

乐更健康的成长，完成自我认知，改善不
良心理习惯。其中，30天特训收费 6000
元，50天特训收费 10000元。 记者致电
该校的两部招生咨询电话， 却都处于关
机状态。

记者随后询问了该校所处的郑州
市管城区教育局。 该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搏强新概念培训学校确实是在
他们那里注册的民办培训机构， 属于
合法办学。 不过， 学生死亡事件发生
后，他们已经撤消该校的办学资格。 如
果该校现仍在招生就是非法， 他们将
对此进行调查。

3D打印机走进校园
6月 16日，学生们观看 3D打印机工作。
当日， 北京市中小学首个 3D 打印实验室落

户北京二中亦庄学校， 北京紫熙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向实验实捐赠 10 台 DM� Cube 桌面式 3D 打
印机用于学生创新制作。 新华社记者 张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