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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 环球
《哀乐》作者
95岁罗浪病逝

7月14日中午，记者从北京获
悉，北京著名音乐艺术家罗浪先生
因病救治无效于2015年7月12日在
北京逝世，享年95岁。据了解，罗浪
先生是中国音乐界的传奇人物。他
原名罗南传，是福建德化雷峰盖云
岐人。罗先生影响最广的作品是
1945年创造的《哀乐》。60多年来，全
国众多殡仪馆至今一直在使用《哀
乐》为葬礼配乐。根据音乐著作权使
用规定，使用《哀乐》一次，罗浪先生
至少应该收取版权使用费一元人民
币。但罗浪从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的

《哀乐》使用费。罗浪在生前谈及《哀
乐》版权使用费时说：“收什么使用
费啊？就算我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的
一个作品。免费使用没有关系。”

华西都市报

2015美国小姐出炉
东家大嘴巴险惹祸

由于东家之一、美国地产大亨
唐纳德·特朗普发表侮辱和歧视墨
西哥移民的言论，本年度的“美国
小姐”选美比赛遭商业伙伴抵制，
险些未能如期播映。在临时找人救
场后，“美国小姐”选美比赛１２日终
于直播。来自俄克拉何马州的奥利
维娅·乔丹巧妙机智地回答了有关
种族歧视的提问，从５１名美女中脱
颖而出，当选本年度“美国小姐”。
被问及美国接下来需要解决什么
重大问题时，乔丹回答“种族关
系”，这名毕业于波士顿大学的女
选手说，“我们尚未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确实需要采取行动，使我们的
社会变得更加包容。”上月１６日，共
和党人特朗普宣布参加２０１６年总
统选举。然而，他在演讲中称墨西
哥移民大多是“毒贩”和“强奸犯”，
呼吁在美墨边境造一堵墙。 新华

朝鲜宣布
８月１日起实施大赦

据朝中社１４日报道，为迎接朝
鲜祖国解放７０周年（８月１５日）和朝
鲜劳动党建党７０周年（１０月１０日），
朝鲜自８月１日起实施大赦。朝中社
的报道称，朝鲜内阁和有关机关将
采取相应措施，妥善安置获赦人
员，帮助他们重新开始工作和生
活。报道并未提及此次大赦的对象
和人数，也未提及大赦到何时截
止。朝鲜上一次实施大赦是在２０１２
年，当时是为迎接金日成诞辰１００
周年（４月１５日）和金正日诞辰７０周
年（２月１６日）。上图中，朝中社7月
14日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右二)日前视察朝鲜乐
浪卫生用品厂。 新华

联合国报告
艾滋病蔓延趋势被扭转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１４日发布报告称，全球已
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遏制
并扭转艾滋病蔓延趋势的目标，并
有望实现到２０３０年结束艾滋病流行
的目标。报告说，现 在 全 球 约 有
３６９０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２０１４
年，全球新增了２００万名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与２０００年相比，新增感
染者人数下降了３５％。在治疗方
面，２０００年中低收入国家中不到
１％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获得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到２０１４年全
球约４０％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获得
了这种治疗。 新华

科技国内高校
首个足球系成立

近日，成都体育学院合并原体
育系和运动系的足球专业学生，正
式设立足球系。学院宣布了相关人
事安排，近期足球系将正式挂牌。成
都体育学院也成为国内首所将足球
专业单列为教学单位的高校。据了
解，这个新成立的足球系，将从本学
年就开始招生工作。 成都商报

男子花31万没治好“性病”
到第3家医院156元治好

在两家医院花掉了31万元治疗
“性病”未愈，四川资阳人徐明强（化
名）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诊断
结果显示，所谓的“尖锐湿疣”只是
一个小小的发炎，花费156元即治
愈。徐明强先后找到两家医院，退回
了28万元的治疗费。蹊跷的是，在成
都青羊区第五人民医院治疗时，徐
明强称自己先后交了约11万治疗
费，但医院账目内却只有1万3千多
元入账。对此，该院院长表示，这是
当事医生做内鬼，吃了患者的钱，没
有交给医院，并表示要就此事报警。

成都商报

６岁男童头卡防护栏
路人托举半小时将其救下

１２日，浙江省海宁市发生惊险
一幕，一位被反锁家中的６岁男童试
图从二楼阳台爬出去找奶奶，不料
头被防护栏卡住，身子悬空。在这紧
急一刻，一位路过小区的河南汉子
抓住落水管爬到空调外机上，用手
托、头顶男孩的双脚近半小时，直到
男孩家人赶到。这一过程被小区住
户拍下传到了网上，很多网民赞其
为“托举哥”。据了解，救人者名叫赵
笑功，今年４３岁，来海宁才４个月，在
工地上开挖掘机。孩子的父亲为表
示感谢想给赵笑功一笔钱，被他婉
拒了。 新华

法制

中山市委副书记
邓小兵接受调查

广东省纪委14日通报，广东省
中山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邓小
兵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正在
接受组织调查。据相关材料介绍，邓
小兵，1964年出生，广东省委党校研
究生学历，学士学位，曾任中山团市
委书记、坦洲镇党委书记，中山市委
委常委兼火炬开发区党委书记，常
务副市长等职务。 新华

镇干部身家20亿
被举报获刑12年

前年11月中旬，广东省东莞市
厚街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林伟
忠被网帖举报“涉嫌包养情妇，身家
近20亿，拥房过百套”，市纪委随后
发布消息称，林伟忠涉嫌严重违纪，
接受组织调查。14日下午，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外通报称，林伟忠因贪污
420余万，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2年。
涉案审理的是420余万元，这与网传
的“20亿元”相差甚远。法院的有关
工作人员对此解释称，“林伟忠一案
虽然网传数额很大，但公诉机关认
定起诉420多万元。法律规定，法院
是根据公诉机关的起诉书进行审
理。” 羊城晚报

日本选出“地球小姐”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客户端
报道，近日，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

“地球小姐”选美赛事，24岁的山田
彩乃获得冠军，她也将作为日本赛
区代表，参加世界“地球小姐”赛
事。“地球小姐”被誉为世界四大选
美赛事之一。 新华

俄日将举行
海上边防联合演练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证实，俄罗斯
边防部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人员定
于本月２２日在俄萨哈林岛附近的阿
尼瓦湾举行联合演练。俄罗斯“卫星”
新闻通讯社１３日援引俄方说法报道，
俄日两国人员将演练逮捕一只模拟
的入侵船只、营救下沉船只以及海上
救人。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为演习派出
巡逻船，俄方将派出巡逻船、边防护
卫舰和直升机。 新华

俄罗斯一架轰炸机坠毁
两飞行员遇难

俄罗斯空军一架图－９５战略轰
炸机１４日早上在距离俄远东城市哈
巴罗夫斯克８０公里处坠毁。俄罗斯
国防部新闻局１４日说，两名飞行员
在跳伞着陆时遇难，另外５人跳伞逃
生。俄国防部说，跳伞后逃生的另外
５名飞行员接受了初步医学检查，目
前已被送到军队医院治疗，他们的
生命没有危险。据初步调查显示，飞
机坠毁系技术原因所致。机上未搭
载弹药。这是近一个月来，俄罗斯空
军发生的第６起飞行事故。图为2015
年5月7日的资料照片显示一架图－
95战略轰炸机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上空飞过。 新华

男酒保不堪女“咸猪手”

英国苏格兰高地有家酒吧，穿苏
格兰裙的男招待们因屡遭“花痴”女
性“咸猪手”，不得不放弃这种当地男
性 的 传 统 服 饰 ，改 穿 长 裤 。
Hootananny酒吧助理经理伊恩·豪伊
告诉英国《每日电讯报》，这种事情大
多数发生在周末酒吧生意最忙的时
候，成群寻欢作乐的女性来到酒吧，
嘴上问着男招待“你是不是真正的苏
格兰男人”，不等回答，就伸手掀起他
们的裙子自己找答案。酒吧老板基
特·弗雷泽称这种行为是“纯粹的性
别歧视”。他说：“你能想象如果我走
进一个餐馆，把一个女孩裙子掀起来
会怎么样吗？我肯定要被抓到警察
局。” 新华

通用电气推无限期休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ＣＮＮ）
１３日报道，通用电气将不再对高管
和高级专业人才的休假设天数限
制，包括年假、病假和事假。只要上
述人群完成工作并获得上一级批
准，就可以在自己需要的时候休
假。新休假制度现在覆盖通用电气
３万名员工，相当于这家企业在美
雇用员工的４３％。美国人力资源管
理协会最新调查显示，仅２％的雇
主对员工提供无限期带薪休假。这
些雇主主要集中于小型和创投类
企业。通用电气全球员工数量达
３０.７万人，无论规模或名气都远胜
这些小企业。 新华

宁波出台房产新政
购房契税一律减半

宁波市财政局7月10日《关于做
好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政
策落实工作的通知》显示：2015年7月
至2016年6月，凡在甬购买住宅和非
住宅的，按所购房屋实际缴纳契税额
度的50%给予购房补贴。根据《通
知》，购房者先按正常税率缴完契税，
之后，税务部门把一半税款以财政补
贴的形式返还。当地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的契税优惠政策力度空前，尽
管目前是淡季，但不排除政策出台后
成交量攀升甚至量价齐升的可能。”
据了解，宁波2010年起实施至今的契
税缴纳标准为：90平方米以下的住
宅，税率为1%；90-140平方米的住宅
为1 . 5%；其余类型住宅及所有非住
宅均按房价的3%缴纳。 浙江在线

计划下达投资２８０万元，实际投
资额２３００余万元；批复面积１８００平方
米，实际建筑面积逾９３００平方米……
记者调查发现，作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之一的湖北省建始县，存在
违规超标建设办公楼问题。多名受访
的建始县群众表示，大兴土木、建设
超标办公楼，既违反了中央的相关规
定，浪费了财政资金，也影响了政府
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记者了解得知，
这里一些办公楼的建设立项，原本都
有着正规的审批立项手续，但在项目

“落地”时，存在随意“搭车”导致超标
严重问题。建始县纪委副书记、县监
察局局长胡永康介绍，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纪委、监察局目前已成立联
合调查组进行调查。 新华

贫困县“超标楼”
获批２８０万花了２３００万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南部的
安得拉邦拉贾蒙德里市１４日发生踩
踏事故，目前官方证实已有２７人死
亡。报道援引当地警方的话说，１４日
正值宗教节日普什喀拉鲁节，从日
出时分开始，朝圣者纷纷前往当地
的戈达瓦里河沐浴，活动现场当时
有数万人，踩踏起因尚不清楚。戈达
瓦里河每１２年举办一次普什喀拉鲁
节，而今年又适逢１４４年一度的大普
什喀拉鲁节，预计吸引数千万朝圣
者。 新华

印度安得拉邦
发生踩踏２７人死

美国纽约市官员13日说，纽约市
与去年遭警察“锁喉”致死的小贩埃
里克·加纳的家属达成和解协议，向
后者赔偿590万美元。去年7月17日，
43岁的黑人烟贩加纳在斯塔滕岛一
家便利店外卖烟，纽约警察丹尼尔·
潘塔莱奥与几名同事怀疑他出售没
有纳税的香烟，对他实施逮捕。行动
中，潘塔莱奥勒住加纳脖子，最终导
致他死亡。尽管对嫌疑人“锁喉”为纽
约警方所禁止，斯塔滕岛大陪审团决
定不起诉涉案警察，这项裁决引发大
规模抗议活动。 新华

纽约“锁喉”案和解
赔偿590万美元

日前，重庆某超市，两名20多岁
的外籍美女拿了两件衣服，没付账
直接塞进包里就走，被售货员抓现
行后，两人却不断重复“我听不懂中
文”。随后两名女子被民警带回派出
所调查，她们来自乌克兰，在重庆从
事模特工作。据悉，被“拿走”的衣服
总共价值128元。 重庆晚报

在超市“拿走”128元衣服
两名外国模特被拦住

帝企鹅在海水中自由驰骋是
再正常不过的事，出生在英国动物
园内的一只雌性帝企鹅却天生怕
水，饲养员不得不亲自下水给它上

“游泳课”。英国《每日邮报》１２日报
道，这只名为“夏洛特”的小企鹅系人
工授精孕育，在格洛斯特郡一家动物
园内孵化成功并由人工饲养。《每日
邮报》说，在饲养员的不懈努力下，

“夏洛特”如今有了进步。 新华

人工孕育小企鹅怕水
愁煞饲养员

7月14日，河南平顶山市的胡凯
向记者反映，12日凌晨他和母亲在
中兴路绢纺厂家属院的待拆家里熟
睡时，遭多名陌生社会人士闯入，双
双被打昏后抬出，随后，挖掘机开始
拆毁其房屋。这已是3个月内发生在
他家的第二起暴力事件。当天，负责
拆迁的开发商以相关领导不在为由
未接受记者采访。平顶山公安局中
兴路派出所工作人员向澎湃新闻证
实，12日曾接到家属院有人报警说
胡凯家被闯入后并被打一事。

澎湃新闻

住户称深夜被打昏抬走
房屋遭强拆

我国首次公开出版
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组织
汇编的《全国及各地区主体功能区
规划》（上、中、下），近日已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这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首次公开出
版我国国家及各地区主体功能区规
划。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国土空
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
规划。本书将有助于社会各界学习
贯彻主体功能区战略和规划的要
求，凝聚各方面推进形成主体功能
区布局的共识，推动各地区严格按
照主体功能定位谋划发展。 新华

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
将整体或部分迁往通州

日前，在北京聚焦通州建设行
政副中心的消息终于尘埃落定后，
北京市规划委于１４日进一步对外透
露了关于通州建设规划的诸多细
节。其中包括：有序推动北京市属行
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向市行政副
中心转移，逐步带动中心城人口向
通州转移，通过“区域快轨”“城际铁
路”等模式串联起燕郊、通州及中心
城。“虽然聚焦通州，但城市副中心
并非只有通州。”北京市规划委副主
任王飞说，早在２００５年批复的《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０４年—２０２０年）》
中，就明确了通州、顺义、亦庄是面
向未来发展的三个新城。 新华

突发

本报讯 根据济南大学官方网
站消息，7月12日上午，学校召开党
委常委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
国资委党委副书记时培伟同志、省
委组织部副巡视员周春艳同志出席
会议并宣布省委对济南大学领导班
子调整的决定。省委决定，范跃进同
志任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不
再担任济南大学党委书记职务；党
委副书记、校长程新同志主持济南
大学党委、行政全面工作。时培伟同
志在讲话中指出，这次调整是省委
根据山东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
要，经过慎重考虑和认真研究做出
的决定。

范跃进任青岛大学
党委书记兼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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