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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占中”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刘
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1日下午在人
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京参加第21届亚
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的各经济
体代表团团长。

李克强说，总的看，中国前三季度经

济运行仍处在合理区间，并出现了一些
积极、深刻的趋势性变化。以服务业为
主导、新业态加快涌现的结构优化更趋
明显。简政放权等改革催生的新发展动
力加快成长。就业、节能降耗等指标好
于预期。同时，外部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和困难依
然不小，改革措施充分见效还需一个过
程。总之，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对
面临的挑战也不掉以轻心，将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实现全年主要任务。

李克强指出，中国致力于积极推动

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愿同APEC
成员一道，推进世界和本地区经济强
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希望APEC财
长会积极探索亚太经济未来转型发展
之路，促进区域经济务实合作，为
APEC合作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

澳大利亚财长霍基代表与会25个
经济体及国际组织表示，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中国经济的成
功不仅是亚太的福音，对世界也具有重
要意义。各经济体愿同中方共同努力，
使APEC会议取得成功。

李克强会见参加APEC财长会的各经济体代表团团长时强调

我们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据报道，北京共筹措各类国产赞助
车辆、市交通行业自有车辆2654辆服
务APEC系列会议，国产红旗车作为
国宾车。据驾驶员介绍，一汽打造的全
新红旗L5（见右图）售价600多万元，
此次用车为厂家赞助。

红旗L5并非首次露面，2013年4
月末，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接待他的
正是红旗L5。这款车仿造老款检阅
车，采用了复古味道十足的头脸设计，
圆形头灯、巨大的镀铬格栅以及车头中

央的红旗标志等，都体现出中国特色的
设计元素。发动机也是自主研发的，可
以说这款车里里外外都是国产。

其中，两辆车玻璃贴了深色的
膜，据介绍，这是经过防弹处理的玻
璃，车身配高强度钢板，可起到防弹
作用。一位有30年驾龄的驾驶员称，
车内舒适度和驾控感都非常好，尤其
是车内的封闭做得好，在行驶中几乎
是“静音”的。

（来源：央视）

单价600万国产红旗车
将承担APEC礼宾接待任务

新华社香港10月21日电（记者牛琪）香港
特区政府21日晚6时与香港专上学生联会进行
对话。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开场
发言中表示，政制发展是具有争议性的议题，理解
社会人士诉求各有不同，但希望在守法、和平、理
性，以及不影响别人的情况下进行。

林郑月娥强调带着诚意与同学会面，尊重同
学对民主的坚持，也希望香港成为更民主和进步
的地方。她说，同学的诉求，特区政府及中央政府
都清晰听到，但长期占领街道无助解决问题，希望
同学顾全大局，带头呼吁占领者尽快撤离，令市民
生活恢复正常。她表示，由全香港约500万合资
格选民选出特区行政长官，比由1200人选举委员
会选出，无论如何都是更加民主，希望对话聚焦讨
论201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的具体安排，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订出的框架中商讨，希望2017年能落
实普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时指出，君子要和
而不同，民主是制度，也是态度，以整体社会利益
高于个人追求，才是最好。

特区政府与学联的对话在黄竹坑医专学院大
楼举行，由岭南大学校长郑国汉主持，这是双方就
政改问题展开的首次对话。对话形式为双方先作
开场发言，然后自由讨论，最后各自总结。

香港特区政府与学联对话

林郑月娥希望学生
带头呼吁占领者撤离

网络介入个人隐私
生活酿悲剧

【案情简介】被告人冯文东通过互
联网与被害人张某某（女，殁年24岁）
相识。2010年7月，冯文东到张某某
与被害人李仲鹏（殁年25岁）房间，依
约定与张某某玩性虐待游戏。冯文东
后因琐事与张某某、李仲鹏发生争执，
遂持菜刀及匕首砍、刺二人数十刀，致
二人死亡。之后，冯文东盗窃现场部分
财物逃离现场。

【法院判决】法院认定冯文东犯故
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执行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
元。冯文东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经
依法复核，裁定核准冯文东死刑。

【法官点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副庭长颜茂昆：被害人张某某本系男
性，去泰国做了变性手术后，以盈利为
目的在网络上开设性虐待游戏培训班
及招募性虐游戏伙伴。该案向社会传
达了网络的虚拟性介入到个人隐私生
活的风险，希望广大网民提高警惕，培
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避免惹火烧
身。

上婚恋网站相亲
多留个心眼

【案情简介】2011年10月，被告人
黄苏安用虚构的美籍华人身份在某婚

恋网站注册并结识女被害人谢某。交
往中，黄苏安向谢某谎称其所在的工作
机构将启动巴拿马运河航线投资项目，
项目回报丰厚，先后骗取谢某钱款705
万元。谢某发现被骗后报警，追回赃款
335万元。

【法院判决】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
人黄苏安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
特别巨大，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黄
苏安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颜茂昆：由于注册门槛
低、信息审核难等原因，部分婚恋网站
信息虚假，容易被不法分子用于实施违
法犯罪行为。此案警示公众，尽量选择
正规婚恋交友网站，审慎核实对方身份
及其他信息，在未确定对方信息前不轻
易付出钱财和投入感情。

网络恋情
不一定像看上去那么美

【案情简介】2008年初，被告人王
道红与有夫之妇刘某（被害人，殁年33
岁）通过网络聊天相识，后发展为情人
关系。2009年11月，王道红以女友怀
孕为名向刘某借钱5000元遭到拒绝。
王道红心生恼怒，先后用手掐、用毛巾
勒刘某颈部，还用胶带封住刘某口鼻，
致刘某机械性窒息死亡。王道红将刘
某尸体掩埋后，持刘某手机向刘某家人
发短信诈骗钱财未果。

【法院判决】法院认定，王道红的行

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王道红后提出上诉，二
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
复核裁定核准被告人王道红死刑。

【法官点评】颜茂昆：现实生活中，
不少人沉迷于网络交友，甚至将感情
完全寄托在网络上结交的“情人”身
上。本案案发前，刘某与被告人已交
往一年有余，但刘某仍未能真正了解、
认清被告人的真实性情和人品，最终
导致悲剧发生。希望此案能引起公众
的警觉，不要被网络恋情所迷惑，网络
交友要谨慎。

网络交友风险大
未成年人尤须谨慎

【案情简介】2012年6月，被告人
张盛贵化名“张学川”通过QQ结识被
害人范某（女，时年18岁）。张盛贵多
次要求范某做其女朋友遭拒，后范某答
应与张盛贵做兄妹。同年7月，张盛贵
将范某带至宾馆，掏刀威胁范某做其女
朋友，胁迫范某把身体给其看。范某欲
打电话求救，张盛贵即抢走其手机并将
范某强奸，还拍下范某数张裸照。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张盛
贵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张盛贵曾因
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系累犯。鉴
于张盛贵已赔偿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
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张盛贵
后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点评】颜茂昆：涉世未深的年

轻人尤其容易被犯罪分子通过QQ这
种虚拟的通讯方式编造的谎言所欺骗、
蒙蔽。该案提醒公众，不能轻信通过网
络结识的人员，不能在网络上透漏个人
信息，更不能孤身和网友见面，以免造
成危险。

警惕网络背后的
传销陷阱

【案情简介】2011年3月始，被告人
赵小明、曹金胜、张乐良等人聚集在山
东青岛进行传销活动。同年8月，张乐
良以帮助找工作为名，通过QQ聊天将
被害人江某某（女，时年20岁）骗至其
进行传销的房间，对江某某讲授传销课
程，并贴身看护以防江某某离开。8月
25日凌晨，江某某发现被骗入传销组织
后，从该房间翻窗逃离时坠楼身亡。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赵小
明、曹金胜、张乐良非法限制他人人身
自由，其行为均构成非法拘禁罪。赵
小明在缓刑考验期内犯罪，依法应当
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判处张
乐良有期徒刑九年；判处曹金胜有期
徒刑七年。

【法官点评】颜茂昆：随着网络技术
的迅速发展，利用网络建立传销组织实
施犯罪的案件日益增多。本案被害人
江某某即利用网络找工作，不幸被传销
分子盯上，被非法拘禁，终至逃生时不
幸身亡，令人扼腕叹息。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莫把网络当成“世外桃源”
——最高法院通报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妇女、未成年人等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21日通报了七起通过网络实施的侵犯妇女、未成年人等犯罪典型案例，其中六起案例涉及杀人、
绑架、强奸等暴力犯罪。这七起案例包括被告人冯文东故意杀人、盗窃案，被告人黄苏安诈骗案，被告人王道红故意
杀人案，被告人肖克臣绑架、强奸案，被告人叶振强绑架案，被告人张盛贵强奸案，被告人赵小明等非法拘禁案。

网络世界精彩纷繁，却绝非世外桃源。记者在此选取部分案例，供读者以往鉴来。

新华社武汉10月21日专电（记者
俞俭）湖北荆门一女大学生网上交友不
慎，被男友骗至湖北巴东20余天。在此
期间男子多次向女大学生家中索要金
钱，最终法网难逃，被荆门警方抓获归
案。因涉嫌敲诈勒索，这名男子20日被
刑事拘留。

10月10日，荆门市公安局东宝分
局泉口派出所接到荆门市某高校保卫
科报警，该校学生高某（24岁）离校失联
多天。接到报警后，泉口派出所成立工
作专班全力进行查找。10月18日19时
30分，经多方侦查，在巴东县巴山路一
招待所找到高某与其男友袁某某（21
岁，巴东县人）。

经警方初步调查，2014年4月，袁
某某、高某二人通过手机QQ认识，并发

展成男女朋友关系。7月份，二人一同
到广东打工，期间袁某某伙同“光头”
（身份不明）骗到高某的银行卡密码，偷
偷取走卡内的1万元现金，两人各分得
5000元。

9月初学校开学，高某与袁某某一
同回到荆门，高某多次找袁某某索要卡
内的1万元交学费，袁某某称将钱借给
他人。9月26日，袁某某以借钱给高某
交学费为由，将高某骗至巴东县，将其
手机应用程序加密成关机状态不让其
与外界联系，并伙同“光头”多次以高某
在他们手上为由给其父亲打电话勒索2
万元钱。

经审讯，袁某某如实交代了敲诈勒
索的犯罪事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网上交友不慎

一女大学生失联20余天被警方解救

据新华社广州10月21日电（记者
郑天虹）广东省教育厅日前下发《关于
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见》
明确，给予学生更多自主选择权，鼓励
学生在外校或基于互联网学习平台选
修课程，网上学习也能计入学分。广东
高校还确定弹性修业年限，提前修满规
定学分的学生可提前毕业。

意见提出，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列入人才培养
方案，积极开发创新创业类课程并纳入
学分管理，增加实践教学比重，确保各类
专业实践教学学分。鼓励学生通过社会
实践、发明创造或参加科技、竞赛活动获
取创新实践学分替代选修课学分。

随着网上“慕课”的兴起，网上在线
学习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意见鼓励学
生通过互联网学习平台学习，并替代学
校学分。意见提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
在学分制改革中的作用，促进信息技术
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建设优质信息化教
育教学资源，利用校外“慕课”平台、课
程学习网站、微课等，创新信息化教学
与学习。

同时，探索校外选课。鼓励学生在
外校或基于互联网学习平台选修课程，
所修课程经过学校批准，可替代学生所
在专业课程计划中要求的必修课程或
选修课程。建立学分互认制度，鼓励区
域内高校联合开设优质课程并推进师
资、课程的共享与学分互认。学生可以
根据校际协议跨校修读课程，在他校修
读的课程学分（成绩）由本校审核后予
以承认。提前修满规定学分的学生，准
予提前毕业。

广东高校学分制改革：

网上学习计学分
修满学分提前毕业

据新华社长沙10月21日电（记者李丹、阳
建）21日，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举
行的“湘江论坛”上透露，他的团队正在准备启动
第五期超级稻攻关，目标是每公顷16吨，即每亩
亩产接近1100公斤，争取在2018年实现。

10月10日，农业部组织专家在湖南省溆浦
县对袁隆平主持研究的102.6亩杂交稻“Y两优
900”现场测产验收，最终确定百亩片平均亩产为
1026.70公斤，这意味着我国成功实现超级杂交
稻第四期攻关目标。

袁隆平：

超级稻第五期目标
每公顷16吨

10月21日拍摄的兖矿榆林100万吨/年煤间
接制油项目厂区全景。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核准兖矿榆林
100万吨/年煤间接制油项目，标志着我国煤间
接制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目前该项目建设
已进入尾声，预计年底具备联动试车条件，
2015年上半年投料试车，产出优质柴油、石脑
油等产品。

2002年，山东兖矿集团在上海成立研发中
心，由煤制油专家孙启文博士领衔组建研发团队，
先后取得专利技术50余项。生产核心技术——
高、低温费托合成已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项目建成的费托合成反应器直径
9.8米，高56米，总重量2506吨。以此反应器为
核心构成的单体系统也成为我国首套百万吨级煤
间接制油装置。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我国煤间接制油技术
获重大突破

10月21日，居民在社区内的果蔬
直销点购买蔬菜。

近日，上海闸北区彭浦新村街道联
合专业果蔬合作社在居民区内开设五
个果蔬直销点，覆盖7600余户家庭，每
天近30个品种的果蔬销售量达2500
公斤。据介绍，直销点销售的果蔬是通
过合作社专用运输车，当天从上海郊区
的田头直送居民区内，省了中间批发
商，降低了物流成本，直销点的菜价要
比菜市场、超市便宜10%以上，真正让
社区居民得到了实惠。 新华社发

上海：

果蔬直销点进社区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张晓松、
黄小希）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国健在的百岁老
人已达58789人，比去年同期增加4623人，其中
年龄最大的128岁。这是中国老年学学会21日
在北京公布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显示，百岁老
人中女性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占到总数的四分之
三；居住在乡村的明显多于居住在城镇的，占到
总数的七成。百岁老人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海南、
广西、安徽，增长最快的三个省份是河南、安徽、
广西。

中国老年学学会会长李本公分析指出，长寿
老人普遍喜欢户外活动，喜欢与人沟通交往，饮食
结构相对科学；同时，他们生活的地区也普遍呈现
出生态环境优良、长寿文化厚重、经济发展适度、
社会事业协调等特征。

中国老年学学会同时公布了第七届中国十大
寿星排行榜、第五届中国十大百岁夫妻排行榜。
来自新疆疏勒县的维族女寿星阿丽米罕·色依提
以128岁高龄蝉联十大寿星榜首。

全国百岁老人近6万人
最多的三个省份是海南、广西、安

徽，最长寿者1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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