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晨报》消息 5月 14日 23时，
鸿茅药酒当事人谭秦东妻子刘璇告诉
上游新闻记者，谭秦东 11 日突发精神
疾病。治疗两天后，病情稍许稳定，但
血压较高，偶尔还会说胡话。目前，正
在广东省人民医院综合一科接受治疗。

刘璇介绍，11日 10时许，被取保候
审的谭秦东前往广东车陂派出所接受
问询。回到家后将自己关闭在房间内，
并有哭泣、自言自语、情绪失控扇打自
己耳光，甚至以头撞墙等自残行为。

去年 12 月，医生谭秦东发了题为
《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
药》的网帖，鸿茅药酒以他恶意抹黑造成
自身 140 万元经济损失为由报警后。
2018年1月，内蒙古凉城警方以“损害商
品声誉罪”将他跨省从广州抓捕。此事
引起舆论高度关注。

4月 17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
院指令凉城县人民检察院：将该案退回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并变更强制措施。
同日18时许，被捕97天后，谭秦东被取
保候审，走出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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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联合国5月14日电 联合国
安理会 14 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两天
来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系列恐怖袭
击事件，对无辜死难者家属和印尼政府
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13 日和 14 日，印尼第二大城市泗
水市发生多起恐怖爆炸事件。14日上
午，一家 5口分乘两辆摩托车在泗水市
警察局入口处引爆炸弹，4名家庭成员
死亡，并造成 6 名警察和 4 名平民受
伤。13日上午，一对夫妻和4个子女对
泗水市 3 座教堂实施了自杀式爆炸袭
击，造成8名民众死亡，40人受伤，袭击
者全家殒命。13日晚，一名疑似恐怖分
子在所住的公寓内处理炸弹时发生爆
炸，将其妻子和17岁女儿炸死。

印尼发生系列恐袭事件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

民警偷拍上司通奸举报后
反被拘？官方回应来了

人民网消息 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黄
岩分局原民警池文跟踪偷拍其上司——
时任黄岩公安分局副局长周某某，获取了
周与一女性通奸的证据，并将相关证据交
给了黄岩区纪委。之后，池文被关禁闭7
日，并被行政拘留6日，引发网友关注。

昨日，黄岩发布微信公号披露：经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同意，黄岩区纪
委已决定对周祥辉的违纪问题予以党
纪立案审查。同时，黄岩区委决定暂停
周祥辉履行职务。

去年7月，浙江台州黄岩区城东派
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称自家的车被安
装了GPS定位跟踪器。报案人正是时
任黄岩公安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周
某某。接到报案后，警方随即开展调
查，结果发现，定位器的买家是黄岩公
安分局刑侦大队原民警池某。

池某涉嫌多次利用警察身份私自调
取社会视频监控、利用跟踪手段，严重侵
犯他人的个人隐私。黄岩公安分局对池
某实施了7日禁闭和拘留6日的行政处
罚决定。池某不满处罚，认为自己跟踪
和偷拍“取证”的行为不应被定性为侵犯
他人隐私，而是正义之举”。今年4月，池
某将黄岩公安分局告上法庭。

新华社日内瓦5月14日电 世界卫
生组织 14日发布名为“取代”的行动指
导方案，计划在2023年之前彻底清除全
球食品供应链中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份声明
中说，世卫组织呼吁各国政府采用“取代”
计划，从食品供应链中彻底清除人造反式
脂肪，这将是“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
一次重大胜利”。世卫组织“取代”计划包
括对停用人造反式脂肪进行立法。

国际食品及饮料联合会秘书长里
纳尔迪在世卫组织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说，该组织呼吁全世界食品生产商采
取迅速有效的措施，支持世卫组织关于
停用人造反式脂肪的计划。

统计数据显示，反式脂肪每年在全
球导致 50多万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人
造黄油等植物脂肪中含有反式脂肪。
由于能让食物的保质期更长，反式脂肪
在一些零食、烘焙及煎炸食品中很常
见。使用健康的替代品并不会影响食
物的口感及成本。

世卫计划5年内
全球停用人造反式脂肪

新华社长沙 5 月 15 日电 记者 15
日从湖南省纪委省监委获悉，湘潭市委
副书记赵文彬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湖南湘潭市委副书记赵文彬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5月14日电 美国第
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 14 日因肾病
接受栓塞治疗。白宫说治疗成功，但仍
需住院观察。

白宫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梅拉尼
娅因肾脏出现“良性症状”于当天在沃
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栓塞
治疗，治疗过程顺利，没有引起并发
症。梅拉尼娅本周将继续住院观察。

梅拉尼娅现年 48 岁，生于斯洛文
尼亚，2005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结婚，
育有一子。

美国第一夫人住院
接受肾病治疗

人民网北京5月15日电 据内蒙古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内蒙古自治区水
利厅厅长付万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内蒙古水利厅厅长付万惠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北京5月15日电 随着 4位
志愿者 15日走出“月宫一号”实验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月宫365”实验成功
结束，再次刷新了人类密闭生存的世界
纪录，实验对人类实现地外长期生存具
有重大意义。“月宫一号”总设计师、北
航教授刘红说，实验于 2017 年 5 月 10
日开始，共历时 370天，是世界上时间
最长、闭合度最高的生物再生生命保障
系统实验，实现了闭合度和生物多样性
更高的“人-植物-动物-微生物”四生物
链环人工闭合生态系统的长期稳定循
环运转，且保持了人员身心健康。

据刘红介绍，“月宫一号”所使用的
生物再生生命保障技术，是保障人类在月
球等地外星球长期生存所需关键技术。

北航“月宫365”实验成功
再创世界纪录

体育

新华社加沙5月14日电 巴勒斯坦
民众 14 日在巴多地举行游行示威，抗
议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当天在耶路撒冷
正式开馆。抗议者与以色列士兵发生
冲突，导致至少 5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800多人受伤。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负责人
优素福·阿布·里什说，至此，巴以双方
自 3月 30日以来在加沙地带边境的冲
突已造成10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4日，约旦河西岸的拉姆安拉、伯
利恒、希伯伦、杰里科等城市也发生抗议
游行活动，抗议者与以军发生冲突。据
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数据，当天约旦河西
岸共有76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受伤。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14日在拉姆
安拉宣布，从 15日起，巴勒斯坦为加沙
地带死难者降半旗哀悼3天。

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军冲突
致5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钱江晚报》消息 面朝大海春暖花
开，拥有千万海景别墅是许多人的梦
想，而宁波的洪先生居住两千万海景豪
宅，本该让人羡慕的他却开心不起来！

洪先生北京人，在浙江宁波工作，
几年前在宁波松兰山景区内，花 2000
万元购买了一套海景别墅，并于 2015
年入住其中，期间一切都正常，小区的
人持有业主卡能够顺利的经过景区收
费口回家，可今年 4月份开始，小区的
业主卡却失去了作用，洪先生回家被景
区要求收费！

家就在前方，可是回家的路上却工
序复杂，这让洪先生很不满，更令他不
满的是，当地人身份证只需门票 5元，
而外地人则需 30元。且办理车辆通行
证需要每年办一次，不止是洪先生，其
他业主也有相同的烦恼。他们认为，这
样办理很复杂，并且侵害业主利益。

对此，宁波象山松兰山度假区表
示：“业主证是小区物业发给业主的，而
这里是景区，进入景区肯定需要景区发
的通行证才行，要么就是买票，要么就
是景区的通行证。”

目前，景区管委会正在与小区物业
进行协调工作。

男子2000万元买别墅
结果回家都要买门票

“鸿茅药酒跨省案”
被抓医生突发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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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7020丧偶男，46年，176cm，退休干部，月薪
4000元，住复式楼房、有车，乐观、豁达，爱好广
泛，知书达理，处处替别人着想。觅:50～60岁，
相貌中上，条件一般的女士，丧偶者尤佳。
97017丧偶男，47年，170cm，湖口人，退休收入
6000元，湖口有房，，不打麻将、不吸烟，显年轻，愿意
为对方付出，二个儿子在深圳办企业，年入逾千万。觅:
60年代末-70年代出生的女士。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黄金屋商铺王
柴桑大市场联铺，246m2，168万；华东市场
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二亩地中信银
行80.55m2，168万，包税，月租7000；大中路
步行街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三里街
庐峰小区76.17m2，53万。15870869258

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200元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刊登
热线 15170993505 13979214481

甲级商务写字楼招租
信华国际商务中心22楼，林生15870857800

高层景观
362平米

十里转盘
无转让费，208平米
15180629428

门面
出租

庾亮南路76号（老五中对
面）127m2，可做托管。
电话：15307925703邹

招
租

市内某门诊部科室寻求合作
联系人：杨莉 联系电话：15001029575

诚招业务员
行业不限 15279214911

招聘文案策划
擅 长 写 作 、沟 通
中文、新闻专业优先
联系人：陈主任 13907921983

九江日报社诚聘投递员，工
作地点为浔阳区老城区片
区，能吃苦耐劳，踏实肯干，
自己有摩托车、电瓶车。试
用期三个月，一经正式录用，
可为其购买社会养老保险。
联系人：13907920605（城
东发行站蔡站长）。

诚聘投递员

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记者 15
日从公安部获悉，去年以来，全国公安
机关会同相关行政监管和司法机关，先
后查处了“善心汇”“钱宝”“善林金融”

“云联惠”等一大批全国性重特大案件，
相继组织开展了“猎狐行动”和打击非
法集资、网络传销、地下钱庄犯罪等系
列专项行动，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9万余起，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

5月15日是第九个全国公安机关打
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宣传日活动
当天，公安部对外发布了公安机关打击涉
众型经济犯罪十大典型案件，还在互联网
新媒体推出了专门策划制作的专题节目，
通过大量真实案例和情景短片，生动揭露
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的“十大骗局”“六大障
眼法”，详细介绍防骗知识和自救技巧。

2017年以来我国共破获
各类经济犯罪案件9万余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