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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军8日宣布，两名海军高
级官员涉嫌卷入贿赂丑闻，不得接
触秘密文件。

海军发言人约翰·柯比说，海军
部情报局局长特德·布兰奇中将和
情报行动主管布鲁斯·洛夫莱斯少
将在贿赂丑闻中有“不当行为”，发
生在他们就任现职前。

先前，3名海军官员因贿赂丑闻
被逮捕，包括海军中校迈克尔·万纳·
肯·米西维奇。调查显示，米西维奇接
受格伦亚洲海事防务公司老板莱昂
纳德·弗朗西斯提供的多种形式贿
赂，比如钱财、妓女、机票和演唱会门
票，向对方提供美军舰队行程表。

弗朗西斯为美国海军承包商，
向美军舰船提供补给。他试图获取
美军舰队行程信息，以便安排舰船
停靠与他的企业有合同关系的港
口。 (新华)

美海军两将军
因贿赂丑闻受查

珍贵连体钞亮相广州
总体展品价值数亿元

一群美女钞模以富有时代感
方式对连体钞珍品做出展示，令连
体钞的魅力更加凸显，让广州的收
藏爱好者大饱眼福。9日，2013年世
界连体钞巡展第二站在广州大古
广藏举行。

此次连体钞巡展展出了汇集来
自世界各地140余种连体钞及2012年
至2013年度连体钞颁奖典礼上所有
获奖的珍稀品种以及明清纸币，第
一、二、三套人民币等大量珍品，总体
展品价值数亿元。 (中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市政府
7日向“减肥换金”活动获胜者发放
黄金，一名27岁男子成功减重26公
斤，获得最高奖 6 3克黄金，价值
10048迪拉姆(约合2738美元)。

根据“减肥换金”活动新规，减
肥5公斤以内者每减1公斤可得1克
黄金，减重5公斤以上至10公斤每公
斤可得两克黄金，而10公斤以上每
公斤将可获得3克黄金。

最终，27岁的叙利亚建筑师艾
哈迈德·谢赫获得冠军，亚军和季军
分别减重23公斤和22公斤。2648名
获奖者分享了16 . 82千克黄金。

(新华)

万象 环球关注

我国文化消费
存在3 . 66万亿元缺口

“我国居民潜在文化需求未得
到有效满足，文化消费存在着巨大
的市场空间。”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教授江林9日在“文化中国：中国文
化产业指数发布会”上说。

该发布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和文
化部文化产业司联合主办，会议首
次 发 布 了“中国文 化 消 费指数
(2013)”。据江林介绍，我国文化消费
潜在规模约为4 . 7万亿元，占居民消
费总支出的30%。而当前实际文化消
费规模约为1 .0388万亿元，仅占居民
消费总支出的6 . 6%，存在约3 . 66万
亿元的文化消费缺口。 (新华)

外交部提醒中国公民
慎对境外相亲信息

据中国外交部网站9日消息，近
日，国内一些团购网站推出了免费
送网友去越南相亲找新娘的活动。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中国公民
谨慎对待境外相亲信息，赴境外前
事先了解国内外有关法律规定和中
介机构资质，防止自身权益受损。

据悉，中国和越南对涉外婚姻
均有相关法律规定。近年来，曾多次
发生中国公民因轻信互联网上的虚
假信息及传言，携带财物赴越相亲
娶“妻”，结果上当受骗，蒙受经济损
失的案例。 (中新)

男子减肥26公斤
获63克黄金奖励

8日下午，浙江湖州高速交警二
界岭卡点大队查获一起遮挡机动车
号牌、驾车上网的违法行为。

当日14时左右，卡点执勤民警
柴向晖、王凯等通过岗亭报警系统
发现一辆遮挡机动车号牌的小型轿
车，发现该车后，马上安排警力在浙
皖收费站拦截。

经询问得知，驾驶员小马，杭州
人，今年27岁，刚结婚没多久，这趟
出来是到安徽出差的。

执勤民警告知小马：“你有两项
违法，一是遮挡机动车号牌，记12
分，罚款200元，二是妨碍安全驾驶
的行为，开车玩电脑，记2分，罚款
100元。两项违法加起来记14分，罚
款300元。”

小马对执勤民警说，“这趟我是
到安徽出差的，那边催着我快点到，
老婆又催我给她抢红包。这两天一
到整点我老婆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打
电话催我，今天出差，她还特意借了
个无线上网卡给我。” (新华)

为给媳妇抢电商红包
小伙边开车边上网被查

女子街头遭尾随300米
被剪走长发

8日下午2时40分，在河南郑州
工作的张女士，午饭后打着雨伞提
着包走在上班路上。当她走到航海
路大学路口浦发银行门前的人行道
上时，突然感到雨伞后有异样，她下
意识地护住包，想不到刹那间两尺
多长的秀发被人给剪走了。

市民焦先生看到剪掉张女士头
发的男子，很快向北跑了。当记者采
访张女士时，她气愤地说：“剪我头发
的男子20多岁，穿深色夹克，他跟随
我300米左右。唉，这事咋让我给摊上
了？当时，我感到雨伞后边不一样，急
忙护包时，发现后边不对劲，我用手
一摸，两尺多长的头发没了。”事发
后，张女士立即报了警。 (《大河报》)

美国和德国天文学家日前宣
布，他们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在介
于火星和木星轨道之间的小行星带
中首次发现一个拥有6条尾巴的奇
特小行星，这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

德国研究人员利用模型分析推
测，该小行星的6条尾巴并非由天体
撞击产生，与彗星物质蒸发形成的
尾巴也不同，它们应该是小行星在
太阳光照射下自转速度加快、表面
物质被甩出陆续形成的。

科学家曾经认为，小行星没有
尾巴，但近些年的一系列观测推翻
了这一说法。这颗带6条尾巴小行星
的发现表明，小行星带中这种由自
转加快而形成尾巴的现象很普遍，
或许是许多小行星的主要“死亡”方
式。 (新华)

奇特小行星有6条尾巴

在9日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第37届大会第9次全体会
议上，包括美国、以色列在内的13个
国家丧失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投票权。

据悉，美国等5个国家是因为拖
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费而失去投
票资格，另外8个国家则是因为未能
及时提交代表资格证书、手续不全
而失去投票权。

2011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大会投票通过关于巴勒斯坦以会
员身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
案，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第195个会员，这也是巴勒斯坦首
次获准以会员身份加入联合国机
构。美国政府随后在华盛顿宣布，作
为对此事的回应，美国中止向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缴纳会费。 (新华)

美国拖欠会费
丧失教科文组织投票权

希腊海岸警卫队8日说，当天
在爱琴海海域查获一艘军火船，扣
留8名船员。

这艘货船悬挂塞拉利昂国旗。希
腊雅典通讯社报道，货船从乌克兰起
航，在希腊锡米岛附近海域被拦下。

希腊海岸警卫队一名不愿公
开姓名的官员说，这艘船缺少有关
在冲突区域运输武器的联合国文
件，而且所载货物似乎多于文件所
列清单。他没有详细说明。

货船据信除装载大约2万支“卡拉
什尼科夫”式步枪，另有大量爆炸物。
海岸警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努力
查清船上的武器和弹药数量。

海岸警卫队那名官员说：“货
船装柜文件显示，船只驶往利比
亚，但它的航线暗示，也可能驶往
其他地方。” (新华)

希腊查获一艘军火船

印度尼西亚一架军用直升机9
日上午在加里曼丹岛丛林地区坠
毁，致13人死亡、6人严重烧伤。

这架米—17型直升机搭载6名
机组人员、13名建筑工人以及1 . 8
吨建筑材料，从印尼与马来西亚交
界的北加里曼丹省首府打拉根起
飞，前往马利瑙地区，军方打算在那
里修建一处边境军事哨所。

“那架直升机出现发动机故障，
失去动力，坠落后起火，”军方发言
人伊斯坎德尔·西托姆普尔告诉法
新社记者，“13人在空难中死亡，其
他人烧伤。”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援引北加里
曼丹省军官亚明·达诺的话报道，整
个航程大约两小时，当地时间10时
30分左右，直升机在降落前几分钟
坠毁。

印尼媒体说，这架米—17直升
机由俄罗斯生产，2010年服役，出事
前状况良好。事故具体原因有待调
查。 (新华)

印尼军用直升机坠毁
19人死伤

教育

我国已培养
博士人才逾50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
育发展迅速，迄今为止已培养420万
名硕士、50万名博士，近500万名高
学历人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力
量。

2013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
(法学)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教
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
长黄宝印在论坛上介绍，我国研究
生教育起步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
1999年以后获得快速发展，实施研
究生教育35年以来，已培养50多万
名博士人才，支撑了社会各项事业
的发展。 (新华)

在河北保定市第二医院接受治
疗的“自锯病腿”农民郑艳良手术后
恢复良好，9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郑艳良患双下肢动脉栓塞，因无
力承担医疗费用，2012年4月在家将
自己右腿锯下。2013年10月初，此事
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10月11日晚，郑艳良被送至保定市第
二医院治疗，10月24日，医生为其进
行了动脉疏通手术和双下肢截肢手
术，腿部供血状况得到改善，目前郑
艳良恢复良好。 (新华)

河北“自锯病腿”农民
术后出院

广西贵港市平南县枪击案发生
后，当地政府出面决定先行支付赔
偿，但提出的具体赔偿方案此前未
获受害人家属同意。记者8日获悉，
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赔偿金额
为70余万元。

10月28日，广西贵港市平南县
大鹏镇某米粉店发生一起醉酒警察
枪杀案，致使女店主吴英及其丈夫
蔡世勇一死一伤，吴英当时怀有5个
月的身孕。犯罪嫌疑人胡某已被公
安机关逮捕。10月31日，当地政府曾
将吴英娘家、婆家亲属召集到一处，
商议先行赔偿问题。蔡世勇的姐夫
赖先生表示，政府提出的赔偿金额
70余万，包括死者赔偿金、孩子抚养
费等，但他们没有同意。

(《北京青年报》)

广西醉警枪杀孕妇案
家属接受赔偿协议

法制

记者9日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
自治州黄龙风景区管理局获悉，管
理局科研人员在野外收集红外线相
机数据时，发现9月24日拍摄到的一
组成年大熊猫活体照片。

据悉，早在今年5月，黄龙管理
局科研人员就在黄龙核心区花椒沟
发现有大熊猫活动的痕迹，并带回
了大熊猫新鲜粪便样本。而此次是
黄龙自然保护区成立30年来，首次
监测拍摄到生活在海拔3000米高寒
地区的野生大熊猫实体。

多年来，黄龙景区加强环境资
源保护，景区生态环境持续好转，箭
竹已经粗壮成林，从而吸引了野生
大熊猫回归觅食，为其栖息提供了
适宜条件。 (新华)

四川黄龙30年来
首次拍摄到野生大熊猫

广东韶关一男子大学本科毕业，
而认识的女友却还在读初二。未待她
长发及腰，他与不满14岁的女友离家
出走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女友家属报
警后该男子被抓获，近日被法院以强
奸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韶关市武江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被告人阚某明知受害人龚某不
满14周岁仍与其发生性关系，已构
成强奸罪，依法应从重处罚。鉴于
其在强奸罪行未被司法机关掌握
时，仅因涉嫌拐骗受害人龚某离家
出走而接受公安机关调查时，主动
交代了其与未满14周岁的龚某发
生性关系的犯罪事实，以自首论，
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该院遂
依法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南都)

与初二女友发生性关系
大学毕业生被判4年

上海一退休局长
涉受贿595万受审

尽管已经退休4年，但仍要为自
己在职期间行为受到追究。8日，64
岁的原上海浦东新区规土局局长万
曾炜涉嫌受贿案在上海市二中院开
庭审理。

8日上午，万曾炜走上被告席，
源于十几年前担任浦东新区规土局
局长期间的行为。根据检察机关起
诉，万曾炜在担任浦东新区规土局
局长期间，共收受贿赂595 . 5万余
元。他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
罪行为，行为已触犯刑法，应以受贿
罪追究刑事责任。万曾炜对自己的
犯罪事实基本认可。其中最多的受
贿款来自一家大型房产公司负责人
顾某的贿赂，包括198 . 2万余元人
民币及近195万港币。(《新民晚报》)

医卫

浙江新增一例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记者从浙江省卫生厅获悉，浙
江省近日新增一例人感染H7N9禽
流感病例。至此，浙江省下半年共报
告3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目
前三例患者均在积极救治中。

据了解，下半年报告的第一例
病人刘某某目前病情仍然危重。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
科副主任梁伟峰介绍，第二例病人
陈某某目前已成功撤掉呼吸机，病
情出现明显起色。最新报告的第三
例病人任某某，女，64岁，务农，现居
嘉兴市秀洲区，于10月30日发病，11
月4日确诊，病情危重。目前患者所
在地已依法采取各项防控措施，并
对病人实施积极救治。 (新华)

生态

科技

据台湾媒体报道，上月底，台湾
花莲发生里氏规模6 . 3级地震，宜
兰县乌石港“丰进12号”8日在龟山
岛附近海域作业时，捕获长4米、重
73斤的地震鱼，渔民很兴奋，也认为
与大地震有关。

常在龟山岛附近海域作业的陈
姓渔民表示，地震鱼属于深海鱼，平
常不容易出现在这个海域，但每当
地震前后就会有人捕获，以前虽曾
看过地震鱼，但4米长的地震鱼还是
头一次见。船长林丰助说，为将重73
斤的地震鱼抬上岸，还出动4名成年
男子。 (中新)

渔民捕获4米长地震鱼
4名成年男子才抬动

台湾

突发

四川一辆越野车
翻下山崖致3死4伤

记者9日从四川荥经县政府新
闻办获悉，当日上午一辆猎豹越野
车在该县境内三合乡翻下山崖，已
造成3死4伤。

现场目击者称，事发时越野车
上坐了7个人，在途经三合乡一个小
地名叫春天沟的地方翻下10多米高
的悬崖，有3人死亡，另4人伤势较
重。目前，伤者已送往当地医院救
治，事故具体原因交警正在调查。

(《成都商报》)

记者从仪征市委宣传部获悉，9
日上午11时许，该市红山体育公园
一艘电瓶船发生事故。事故已造成2
人死亡。

9日上午11时左右，江苏仪征红山
体育公园一艘电瓶船发生事故，船上4
名游客落水。事故发生后，红山体育公
园组织人员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
治。截至当日16时30分，已有2人不治
身亡，另外2人正在救治之中。事故原
因系船用蓄电池爆炸引起。 (中新)

公园电瓶船发生爆炸
造成2死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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