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
的曾孙理查德·洛克菲勒驾驶的一
架小型飞机13日在纽约市附近坠
毁，理查德身亡，事故原因正在调
查中。

洛克菲勒家族发言人说，理查
德有丰富的飞行驾驶经验。事发前
一天，他驾驶小型飞机从纽约市飞
到韦斯特切斯特县，和父亲共进晚
餐为父亲庆祝生日。洛克菲勒家族
网站显示，理查德·洛克菲勒1949
年1月20日出生于纽约市，毕业于
哈佛医学院，曾为多个公益性医疗
组织服务。 (新华)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孙
坠机身亡

日承认640公斤钚未报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

记者13日从陕西志丹县委宣
传部了解到，6月12日下午，一名涉
嫌盗卖三轮摩托车的嫌疑人在该
县保安派出所候问室自缢身亡。目
前，志丹县检察院已经对该起事件
展开调查。

据志丹县公安局政工科负责
人介绍，自缢者是一名59岁的中年
男子，姓李。该人因涉嫌偷盗三轮
车，6月11日销赃时被义正镇派出
所民警抓获。 (法制网)

偷车男子销赃时被抓获
在派出所自缢身亡

欧盟委员会13日晚发表声明
宣布，欧盟将于本月27日与乌克兰
签署联系国协定剩余条款，包括双
边全面深入自由贸易区协定。

据欧盟消息人士透露，欧盟与
俄罗斯最快于下周在布鲁塞尔开
始谈判，就欧盟和乌克兰签署全面
深入自贸区协定可能带来的影响
进行磋商。欧盟与乌克兰于今年3
月21日在布鲁塞尔签署了联系国
协定政治部分。因担心乌克兰与欧
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乌克兰东
部工业区带来负面影响，乌方当时
推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经济部分。

(新华)

潘石屹向深圳航空
女员工道歉

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14日
通过微博向深圳航空的一位女性地
勤人员道歉，称仅是无意撞到并未
打这位姑娘。日前，有网友发微博
称，潘石屹在乘坐航班时，与深航女
员工发生争执，其间，女员工嘴角被
拖拽托板甩到，流血。

潘石屹在微博中说，给@深圳
航空的这位甘肃老乡地勤姑娘再次
道歉。当时，无意撞到姑娘时，我就
马上对这位姑娘道歉，说了几次对
不起。允许我啰嗦两句，我没有打这
位姑娘，姑娘嘴角没有流血。她的一
位同事送我们去另一登机口的路
上，告诉我这位姑娘是我的甘肃老
乡，我请他向她代好。 (中新)

男子睡梦中遭妻泼热油

男子睡梦中突然遭人泼热油，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竟是他
的妻子。13日，被泼油5天后，湖北
武汉新洲区仓埠街陡山村的肖右
林仍然未脱离危险，他的妻子已被
警方拘留。

6月8日下午6时许，肖右林干完
活后回到家，发现妻子徐某和孩子
都出去了。晚9时许，徐某回家。晚12
时许，肖右林已进入睡梦中，突然被
一盆滚烫的食用油烫醒，而泼油的
正是妻子徐某。肖右林夺路逃走，并
呼喊“救命”，徐某则拿着工具追赶。
据介绍，4年前，徐某带着一儿一女，
与离异的肖右林结为夫妻。婚后两
人曾多次发生争吵。 (《楚天金报》)

91岁老汉忘记还书61年
罚款高达4 . 7万人民币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
国一位91岁男子1953年时向向图书
馆借了本书，却忘记归还，目前罚款
额已高达4500英镑(约合人民币4 . 7
万余元)。

报道称，91岁的韦伯斯特1953
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任研究助理时
向图书馆借了本书，但直到最近才
发现忘记归还。尽管明知会有巨额
罚款，他还是选择去还书，结果发现
经过61年的积累，罚款额已高达
4500英镑(约合人民币4 . 7万余元)。
但好消息是图书馆作出了取消罚款
的决定。 (环球网)

小伙在地铁暴打乞讨老人
因觉没对方赚得多

酒后打女记者
河南一官员被免

13日，河南省三门峡市纪委通报
了卢氏县文广新局局长贾建涛，义
马市泰山路办事处狂口社区党总支
书记、居委会主任孙彬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及“四风”方面典型案件。

据通报，卢氏县文广新局局长
贾建涛工作日酒后滋事，给予其党
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县文广新
局局长职务。

“我打人咋了？这是在郑州，要
是在卢氏，我当场毁了你！”4月29
日下午，在河南省广电局院内，贾
建涛酒后殴打河南省电台一名女
记者，故意毁坏车辆，自称“我是高
级领导干部”。 (《南方都市报》)

泰国“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主席巴育·占奥差１３日说，泰国
将在今年８月成立过渡政府。

“一个政府将在８月成立，最晚
不超过９月，”巴育当天与军方高官
开会商讨２０１５财政年度预算时说。这
是他首次给出成立过渡政府的明确
时间表，但他并未指明军方会在多
大程度上参与过渡政府。（新华）

泰国拟于今年８月
成立过渡政府

欧盟宣布27日与乌签署
联系国协定剩余条款

中国海警在钓鱼岛附近
登船检查遭日方干扰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北京时间
13日下午4点50分左右，中国海警
船2101的6名船员在钓鱼岛群岛黄
尾屿以北约56公里处登上了一艘
中国渔船，可能实施了登船检查，
遭遇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干扰。

日方船只发出“警告”称，不允
许在所谓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
行使渔业管辖权。中国海警船则回
应说，不接受日方巡逻船的主张，
要求日方不要妨碍中国海警船队
正常工作。报道说，6名船员在晚上
6点15分左右返回了海警2101号。

(海外网)

中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
社科院存在
受境外势力渗透问题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网站消息，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
组长、院党组成员张英伟10日在中
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讲话中
指出，社科院的意识形态存在“四大
问题”，包括“每逢敏感时期，进行不
法的勾连活动”，“接受境外势力点
对点的渗透”等。他要求全院“高度
保持政治敏感性”，“绝不容忍任何
人搞特例”。 (人民网)

成都街头发生砍人事件
目击者称有人受伤

14日中午12时30分许，四川成
都市上同仁路一饭店门口发生砍
人事件。事发现场，留有大量血迹，
附近目击者称，有人受伤。事发后，
警方迅速赶至现场，进行处置，目
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据餐馆旁边一药店工作人员
介绍，事情发生在12点半左右，有
几名男子突然持刀出现，将饭店门
口吃饭的一男子砍伤，地上留有不
少血迹。 (四川新闻网)

日本官员13日承认在日本递
交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中未包
括其拥有的640公斤未经辐射的钚
材料，并将缘由归结为“特殊情
况”。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日本驻
维也纳国际组织多边代表团官员
当天对新华社记者说，日本已确认
其2012年及2013年提交的报告中
未提及640公斤未经辐射的钚材
料。该官员表示，日方认为，在连续
两年的报告中未提及640公斤钚材
料是出于一些“特殊情况”，但他拒
绝提供所谓“特殊情况”的相关信
息。 (新华)

日炒作军机事件
国防部再次严正交涉

据国防部网站消息，中国国防
部外事办公室官员6月13日晚紧急
召见日本驻华使馆国防武官，就日
方炒作所谓中日军机“异常接近”
再次提出严正交涉，并出示日方对
中国军机近距离侦察干扰的图片
和视频证据。

中方指出，一段时间以来，日
方一方面声称要尽快建立两国防
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另一方面又
不断主动挑起事端，时常发表不负
责任的欺骗煽动言论，对中方恶意
攻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日方的
用意何在。日方应立即改正错误，
并就此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
责任的解释和说明，为改善中日关
系创造良好条件。中方保留采取进
一步措施的权利。 (中新)

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
徐孟加被逮捕

记者14日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
获悉，四川省雅安市原市委书记徐
孟加因涉嫌受贿罪被依法逮捕。

据了解，徐孟加在担任四川省
雅安市委书记期间，涉嫌利用职务
便利为多名开发商在工程项目上给
予关照，从中收受贿赂。经四川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四川省达州市
检察院依法对其进行立案侦查。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新华)

湖南300多儿童血铅超标
官员称咬铅笔也超铅

湖南衡东县大浦镇300多名儿
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村口生产
电锌名为美仑化工厂的厂区内烟
气弥漫，大量灰色烟尘从车间顶棚
冒出，排污沟直接通往湘江。当地
官员称，超标原因不能确定，嘴里
咬铅笔“也可能超铅”。 (央视)

海军参加环太演习编队
与美新舰艇会合

利用“伪基站”，狂发赌博广告
信息，造成手机用户网络信号中断。
记者13日获悉，武汉首例“伪基站”
案宣判，被告人冯某、邵某以“破坏
公用电信设施罪”一审被判处有期
徒刑三年。

去年12月20日至12月25日，冯
某、邵某在武汉市中南路、六渡桥等
人口聚集地，私自架设由主机、笔记
本电脑、天线等组成的四套“伪基
站”设备，利用该设备非法占用公共
移动通信频率，强行向周边不特定
的移动手机用户发送赌博广告信息
59876条，造成6万移动手机用户网
络信号暂时中断，破坏公共通信安
全。

(新华)

狂发近6万条广告
武汉两人获刑三年

香港警方拘捕13名
冲击立法会大楼人士

香港警方14日表示，共拘捕13
名冲击香港特区立法会大楼的示威
人士，并对他们的暴力行为给予强
烈谴责。

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计
划13日晚就新界东北发展前期工程
拨款申请表决，部分反对新界东北
发展的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门，财
委会主席吴亮星宣布会议因保安问
题结束。会议结束前未就拨款申请
进行表决。

(新华)

经过6天的连续航行，当地时间
14日中午，由海口舰、岳阳舰、千岛
湖舰、和平方舟医院船组成的参加

“环太平洋-2014”演习中方参演舰
艇编队，在关岛以北海域与美国、新
加坡舰艇完成会合。

中国参演舰艇编队与外军舰艇
会合后，各舰吊放小艇换乘人员赴
美乔辛号巡洋舰召开航渡阶段协调
会。之后，各国舰艇组成联合舰艇编
队，继续向夏威夷航渡。航渡期间，
编队将组织轻武器、火炮射击、应急
处置、机动占位和航行补给等训练。

(新华)

日前，一则小伙在上海地铁上
暴打乞讨老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并引发网友热议。记者14日从轨交
警方及地铁运营方处获悉，相关方
面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记者看到，在这个名为《小伙地
铁暴打乞讨老人》的2分51秒的视频
中，记录了一名身穿灰色上衣的年
轻小伙用巴掌扇打一名乞讨老人的
过程。据视频描述，老人在地铁上乞
讨，小伙最开始将钱给了乞讨老人，
但因自身心情不好想要回施舍的
钱，又想到老人乞讨一天所得比他
工作一天的工资还高，心有不甘便
动手打人。 (新民网)

武汉大学“学霸”情侣
同时考取同一美国名校

武汉大学一对学霸情侣毕业前
同时被美国数所知名大学录取。武
大学子点赞称，相互激励充满正能
量。

这对学霸情侣，说的是该校经
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应届本科毕业
生饶子健和袁定一。日前，饶子健先
后收到了康奈尔大学等9所美国名
校的录取通知书，袁定一也收到了
芝加哥大学等6所美国名校的录取
通知书。两人决定同时选择在全美
金融工程专业排名第一的卡内基梅
隆大学读研。虽然卡内基梅隆大学
同时录取了两人，但并不知道他们
是情侣。 (《长江日报》)

环球万象法制关注 社会

军事

恐龙可能
既不热血也不冷血

恐龙曾经统治地球超过1亿年，
但留存至今的只剩下化石，这使恐
龙到底属于热血动物还是冷血动物
难有定论。美国一项新研究根据恐
龙骨骼化石提出新观点：恐龙既不
热血也不冷血，而是走了两者之间
的“中间路线”。

“大多数恐龙很有可能是中温
动物，”研究负责人、新墨西哥大学
的约翰·格雷迪说，“今天，只有少数
物种采用这种中间路线，比如产卵
的针鼹或者大白鲨。”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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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4157期中奖号码

为：0、7、9。

排列5第14157期中奖号码

为：0、7、9、9、0。一等奖中出22注 ,

每注奖金10万元。

大乐透第14068期中奖号码

为前区：05、15、24、29、35,后区：05、
06。一等奖中出3注 ,每注奖金10,

0 0 0 , 0 0 0元。下期一等奖基金：
648506595元。

山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4年06月14日

开奖公告

23选5第2014W157期 中奖

号码 03 05 11 12 23

3D第2014D157期 中奖号码

5 7 5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4年06月14日

开奖公告

金正恩视察军队
要求做好闪电战准备

据朝中社14日报道，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人
民军第863部队，要求部队指挥官、
参谋部要为完善作战准备付出全
部智慧和热情，即便战争立刻爆
发，也可进行闪电作战。 (新华)

老外进北大被拦爆粗口
保安回呛“没教养”

因无北大证件被拦在校门外，
一名外国人用脏话辱骂保安，保安
回呛“说脏话是没有教养的表现”，
这段视频在网上传开后引发热议。

12日下午，记者在北大东门找
到了视频中的保安小张。据小张回
忆，当天该外国男子与一中国女子同
行，欲从东门出口逆行进校被其拦
下，男子无北大相关证件，且态度不
配合，“开始没说干什么的，后来说要
去光华新楼开会，我告诉他不在这个
门”，此后就发生了视频中的一幕。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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