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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呼和浩特7月10日电 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该院日前对一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上诉案二审宣判，3名男子利用毒药
毒杀 4484只百灵鸟，被依法判决赔偿涉
案鸟类的生态经济价值损失、国家财产损
失等共计440余万元。

法院查明，2017年 12月，王国庆、郝
长青、王凤财三人商量到锡林郭勒盟东乌
珠穆沁旗狩猎野生鸟，所得经济利益平
分。当月20日，三人用配了60斤毒饵，投
放在百灵鸟栖息地，随后乘车离开。2018
年 1月 16日、3月 12日，森林公安民警巡
查中先后两次在草滩发现大量野生鸟类
被毒杀，共计4484只。

经有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毒杀
的野生鸟中有蒙古百灵 3735只、角百灵
165 只、短趾百灵 584 只。根据《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等规定评估，
涉案鸟类折合经济价值395.97万元。

法院判决该 3人赔偿涉案鸟类的生
态经济价值损失43.28万元，赔偿鉴定费
1.2万元，并在旗县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
赔礼道歉。同时赔偿涉案鸟类的国家财
产损失395.97万元，互负连带责任。

据介绍，百灵鸟是草原的代表性鸟
类，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2018年，
东乌珠穆沁旗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狩猎
罪，分别判处该 3人 2年至 2年 6个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

内蒙古3名男子
毒杀4400多只百灵鸟
被判赔偿各类损失440余万元

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美国航
天局的卫星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海藻
带——大西洋马尾藻带，它极盛时可
横跨大西洋，延绵8850千米。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团队研究美
航天局的卫星观测数据后发现，2018
年超过 2000 万吨的马尾藻漂浮在海
洋表面，比 200艘满载的航空母舰还
重，从非洲西海岸延伸到墨西哥湾。
研究人员把这个海藻带命名为“大西
洋马尾藻带”。

研究人员发现，这个马尾藻带自
2011 年以来，除 2013 年外每年都暴
发。2011年以前，这片区域的马尾藻
仅分散漂浮在墨西哥湾和北大西洋中
部西缘，2011年以后开始扩大，表明海
洋成分可能发生了变化。研究人员说，
分散的马尾藻为海龟、鱼蟹、鸟类及其
他植物提供栖息的场所，并通过光合作
用提供氧气，但过多的马尾藻会挤压海
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尤其在近岸地区。

研究人员确认了导致海藻暴发的
3个关键因素，分别是上一次暴发后遗
留的“种”、冬季来自西非海域上升流的
营养物和春夏两季来自亚马孙河的营
养物。研究人员说，在自然和人力作用
下，海洋的生物地球化学环境在发生变
化，大西洋马尾藻带表明海洋生态系统
在发生改变，可能给人类依赖的海洋生
物和生态系统功能带来重要影响。

美航天局卫星
发现世界最大海藻带

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在美国
总统特朗普 8日称不会再与英国驻美
国大使达罗克打交道后，美国务院9日
表示尚未收到白宫方面任何相关指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在
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国务院并没有
收到白宫方面关于要与达罗克切断联
络的指示。她同时强调，国务院会遵循
总统的指示，但在收到相关指示前，国
务院会与所有被认可的使节保持联
络。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再次对达罗克实施言语攻击，称
其“古怪”“愚蠢”。

英国媒体 7日刊登多份达罗克发
给英国政府的备忘录和电报，达罗克在
其中称特朗普政府“运行不畅”“难以预
测”“能力不足”。特朗普8日在社交媒
体上说：“我不认识这位大使，但是，他
在美国并未受到好评，我们不会再与他
打交道了。”

英国外交部已宣布对泄密事件启
动正式调查。

美国务院称白宫尚未指示
切断与英国驻美大使的联络

新华社大马士革7月9日电 据叙
利亚媒体9日报道，叙东部代尔祖尔省
一村镇当天发生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造
成7名儿童死亡。

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当地医疗人士
的话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代尔祖尔省达
卜兰镇，多名儿童在玩耍时遭遇地雷近
距离爆炸。遇难儿童的年龄在 9至 13
岁，遗体已于当晚送往当地医院。

据报道，地雷是此前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控制该区域时埋设的。

今年以来，叙利亚多地发生平民触
雷伤亡事件。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叙政
府相关部门、学校等多次进行相关避险
宣传。

叙东部地雷爆炸
致7名儿童死亡

新华社天津 7 月 10 日电 国家互
联网应急中心近日发现了 120个窃取
用户个人信息的恶意程序变种，目前
已感染用户近3万个。

这 120个恶意程序变种名称包括
成绩单、积分兑换、体检报告单、违章查
询、校讯通、手机报退订、聚会相册、盗
号生成器、电子请柬等。这些恶意程序
目前已感染了贵州、湖北、安徽、广东、
福建、浙江等地用户的手机。国家互联
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专家介绍
说，这120个恶意程序变种通过短信进
行传播，会私自窃取用户短信和通讯
录，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鉴于此类恶意程序多潜藏在手机
短信中，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
中心安全专家提醒广大手机用户，下
载软件时尽量选择正规平台，譬如官
网或正规电子市场；对于无缘无故出
现的链接或文件，尤其是陌生用户通
过短信、微信等工具发送的链接或文
件，不要点击或接收；手机上的重要信
息需要定期备份，并且要限制各类
App的访问权限。同时，在使用手机
观看视频时，不要点击如轻松赚钱、色
情、赌博等广告链接。另外，打开手机
中防病毒移动应用的“实时监控”功
能，对手机操作进行主动防御。

120个窃取用户个人信息
恶意程序变种被发现
已感染用户近3万个

新华社德黑兰7月9日电 伊朗武
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9日
在德黑兰表示，伊朗将在适当时间和地
点对“格蕾丝一号”油轮遭扣押一事做
出回应。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巴盖
里当天在德黑兰出席一场活动时谴责
英国海军在国际水域非法扣押伊朗油
轮，称英方此举是对伊朗上月击落一架
进入伊朗领空的美国无人机进行报
复。他说，伊朗一定会对油轮遭扣押一
事做出回应。本月4日，英国海外领地
直布罗陀执法机构在英国海军协助下
扣押“格蕾丝一号”油轮，指认它违反欧
盟制裁法令，向叙利亚运送原油。伊朗
外交部表示，英国依照美国的要求扣押
这艘油轮“不可接受”，是“非法的”。油
轮目的地并非叙利亚，遭拦截时处于国
际水域，英方做法没有国际法依据。

伊朗军方称将对
油轮遭扣押事件做出回应

新华社上海 7 月 10 日电 上海市普
陀区人民检察院于7月10日以涉嫌猥亵
儿童罪依法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某、周某
某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同日，上海警方通报了王某某、周某
某涉嫌猥亵儿童案最新调查进展，并公
开向社会征集相关涉案线索。

据悉，王某某、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
案发生后，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立即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经公安机关调
查，综合现有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
述、其他证人证言等证据，王某某、周某某
的行为涉嫌构成猥亵儿童罪。7月 8日，
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7月
10日，普陀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
罪对王某某、周某某批准逮捕。

目前，公安机关对该案正在进一步
开展深入调查。上海警方表示将坚决一
查到底，全面查清案情，并及时对外通报
案情，也欢迎广大群众提供相关线索。

上海警方同时表示，公安机关对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始终秉持“零容忍”
态度，坚持对此类犯罪严厉打击。鉴于
该案被害人系未成年人，警方呼吁广大
网友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擅自传
播被害人相关信息，不信谣，不传谣，防
止对被害人造成更大的伤害。

上海检察机关以涉嫌猥亵儿童罪
批准逮捕王某某、周某某

上游新闻消息 四川遂宁24岁男子
赵某成天想着发家致富，但却用到了邪
门歪道，他从网上购买了设备，在家里
印起了假钞。由于赵某是色盲，还求助
女友来辨色递纸，造出来的2000多元假
币还没有用出去，就被警方抓获，最终
因伪造货币罪获刑三年半。

7月10日，四川省遂宁市公安局河
东新区分局灵泉派出所民警介绍说，他
们接到群众举报，一名赵姓男子在网上
购买设备，在家自己制造假币。掌握该
线索后，警方将赵某及其女友张某抓
获。让办案民警哭笑不得的是，因赵某
伪造的假币太假，根本用不出去。赵某
向警方交代，自己生活比较拮据，又没
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网上发现有专门的QQ群传授交流制
造假币的“技术”，于是便跟着学了起
来。随后便花几百元钱在网上购买了
打印纸、墨盒、金线纸等工具，自己在家
里摸索着开始制造起假币。

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赵某是一
个色盲，对于纸上的颜色根本无法分
清，于是赵某求助女友帮忙，让其帮忙
递纸和分辨假币的颜色深浅。但没想
到“发家致富”刚刚迈出第一步，就被
警方抓了个现行。

色盲男子上网学造假币
还求助女友帮忙辨色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环山景区直通车每日9:00/12:30/15:00发，东林
假日酒店温泉返11:30/14:50/17:30，沿线大佛、
白鹿洞、秀峰、三叠泉景区可上下。4001696123

8229333喜洋洋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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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993505
13979214481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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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小分类 大市场

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高价
回收
高价回收陈年老酒、老钱币

1351702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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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招九江市各县、区代理和经销商，
半价拿货。电话微信:15390836833

三精双黄连牙膏

新闻写作通讯员
行政事业单位负责宣传人员优先

详询：15170993505

免费培训
濂溪区化纤工业园，现有厂房一楼
约3000平方米，二楼约6000平方
米，层高约4.2米出租，价格面议，
电话8318782，13707926893。

厂房
招租

电话：8102787 8104787

空调
维修

九江利民家电
专业空调维修
清洗、加氟、保养、空调移机、拆装

四码头中心地段，4500平方，租金低。
电话：15979960888 林

宾馆 KTV转让

九江汽车工业园（九园路与安顺路交汇
处）二楼1100m2厂房招租，有货物升降
电梯，有停车场和门卫。租金：10元/m2。
联系人：李女士 13607929672 13607924116

招
租

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民政部
10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2个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这
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
作出台专门意见。

根据意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
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
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一方符
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隔离戒
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民政部的摸底
排查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事实孤儿”约有 50万名。其中属
于上述第一类情形的约有 22万名，属
于第二类情形的约有28万名。

意见同时明确了“事实孤儿”的认
定流程，包括申请、查验、确认、终止等
环节。比如，由儿童的监护人或受监
护人委托的近亲属填写申请表，向儿
童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提出申请。情况特殊的，可由儿
童所在村（居）民委员会提出申请。

意见还明确了“事实孤儿”的几项重
点保障工作，包括强化基本生活保障、加
强医疗康复保障、完善教育资助救助、督
促落实监护责任、优化关爱服务机制。

我国首次就“事实孤儿”
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