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3 月 26 日 星期四 责编 黄佩丽 校对 黄延

8530000

万象 14

报料热线：

》

国内

最高检发布指导性案例

聚焦金融犯罪案件办理争议问题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陈
菲）最高人民检察院 25 日发布了第十
七批指导性案例。三个指导性案例均
属于金融犯罪案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和违规披
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三个罪名。最高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厅长郑新俭表示，
这些案例紧扣当前检察机关办理金融
犯罪案件面临的重点难点和争议点，对
同类型案件的办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近年来，金融犯罪呈现持续高发态
势，涉众型金融犯罪尤为突出，新类型
案件不断增多。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集资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特别是
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

持续增加。
统计显示，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
起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
10384 件 23060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40.5%和 50.7%；起诉集资诈骗犯罪案
件 1794 件 2987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50.13%和 52.24%，这些犯罪活动严重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广大人民群众
合法权益。
郑新俭说，这三个指导性案例具有
很强的典型意义，既解决了争议问题，
又规范办案程序；既宣扬办案理念，又
反映办案过程；既说明如何正确适用法
律，又体现办案的具体工作策略。三个
案例对各级检察机关解决金融犯罪案

件办理中的突出问题、实现良好的法律
效果和社会效果具有指导作用，对增强
社会公众识别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能力、
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法
治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郑新俭介绍，当前最高检已部署要
求严格依法办理各类金融犯罪案件，进
一步加大对非法集资犯罪、证券期货犯
罪的惩治力度，加强对办案中新情况、
新问题的研究，提高对利用金融新概
念、科技新概念实施犯罪的识别能力，
切实提高办案质量、效率，维护金融安
全。同时，充分运用刑事司法政策，会
同有关部门持续做好非法集资案件追
赃挽损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张坚涉嫌受贿案被依法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 3 月 25 日电 最高检
25 日消息，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
组书记、院长，中共安徽省委政法委原
副书记张坚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
定，由福建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近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张坚享有的诉讼权利，并
讯问了被告人张坚，听取了辩护人的
意见。厦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被告人张坚利用担任湖北省监狱
管理局副局长、局长，湖北省司法厅副

厅长、厅长，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
长，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安
徽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五个月大的孩子开车？交警处罚来了
《扬子晚报》消息 最近，在江苏省
淮安市涟水县的一些微信群和朋友圈，
以及抖音上流传着一个视频，一个幼儿
双手握着方向盘，并配上文字，
“五个月
大的孩子能开车了”。
据涟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介
绍，拍摄的视频画面中显示，当时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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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驶过程中，有一个五六个月大的小
宝宝，坐在一个成年人的怀里，手里握
着方向盘，看起来相当危险，该视频的
传播也造成很坏的影响。23 日上午，
涟水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过寻找，将车
主皇某传唤到交警部门。皇某承认视
频是他老婆所拍，只是觉得好玩，原来，

事发时他们一家三口去一个饭店吃早
餐，当时他一边驾车，一边把孩子放在
怀里让孩子短时间握着方向盘，妻子在
一旁拍摄了视频。因皇某的行为己构
成驾车时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目
前，皇某被处以五十元罚款，驾驶证记
两分的处罚。

当地媒体援引移民局官员阿梅莉
亚·迪雷托的话报道说，这辆卡车从马
拉维非法入境，目的地为南非，在太特
市莫阿蒂泽区被警方截停。
太特省卫生局长卡拉·莫斯表示，
集

军队与
“博科圣地”
袭击者的交火持续约
8小时。
“博科圣地”
方面死伤情况不详。
成立十余年来，
“博科圣地”频繁在
乍得湖地区制造针对平民和军人的袭
击，对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喀麦隆
等国构成安全威胁。

装箱内的死者初步判定是因窒息而死，
但仍将进行尸检以确定死因。此外，
他们
将对幸存者进行医学检测和隔离观察。
当地卫生部门和移民执法部门正
在调查此事件。

地址：
南湖支路 17 号

喜洋洋搬家 8229333
前进搬家 8582345
步步高搬家 8568887
好运搬家 850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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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维权：
12315
供电服务：
95598
交通救援：
122
电话查询：
114
急救服务：
120
治安报警：
110
火灾报警：
119

张机医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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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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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据新华社合肥 3 月 25 日电（记者程士华）
“映
山红遍漫山岭，不负春光踏歌行”。为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影响，提振旅游消费，安徽省金寨县重
点旅游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费两个月，并推出五
大赏花地、三场自驾游等活动。
记者从金寨县文旅部门获悉，为提振旅游消
费，助力脱贫攻坚，从 3 月 25 日至 5 月 31 日（五一
黄金周除外），金寨县域内的 5A 级旅游景区天堂
寨，4A 级旅游景区燕子河大峡谷、梅山水库，3A
级旅游景区龙津溪地，一律免收景区门票。全县
24 家宾馆推出半价优惠活动。优惠对象为全国
（含港澳台）及在华留学生自助游、自驾游、家庭
游、微团队等出行方式的游客。同时，支援湖北
的医务人员凭有效证件免房费，并获赠金寨旅游
礼包一份。
春天正是赏花季。金寨县文旅部门推荐五
大赏花地，包括金刚台、黄狮寨、马鬃岭、摸云山
千亩映山红，铁冲千亩油菜花等。同时，当地还
将在“中国红岭公路”开展两次自驾游活动和一
次百辆房车巡游活动。为加大营销，金寨县创作
推出《疫落花儿开 金寨等你来》网络歌曲及视
频，在各类网络媒体发布活动信息，开展游客“随
手拍”
抽奖活动。

科技

宇宙
“巨无霸气泡”从何而来

莫桑比克一卡车集装箱内发现 64 具遗体
新华社马普托 3 月 24 日电（记者聂
祖国）莫桑比克中部的太特省官员 24
日证实，当天凌晨在该省一卡车集装箱
内发现 64 具遗体，另有 14 人幸存，他们
均为埃塞俄比亚籍。

向全国游客免票两个月

科学家揭秘

“博科圣地”打死 92 名乍得军人
代比 24 日下午视察了袭击现场，
他
说，部队在此次袭击中伤亡惨重，死伤
者中不乏军官和士官，伤者已被送往恩
贾梅纳的医院接受救治，军方将重新审
视作战计划，
防范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乍得军方消息人士也向记者证实，

旅游

安徽省金寨县重点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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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据新华社雅温得 3 月 24 日电（记者
乔本孝 张意梦）恩贾梅纳消息：乍得总
统代比 24 日说，极端组织“博科圣地”
23 日在位于该国西部边境地区的湖省
发动袭击，打死 92 名乍得军人，另有 47
人受伤。

》

据新华社南京 3 月 25 日电（记者王珏玢）记
者 25 日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获悉，一项由中、
美、法、德等 8 国学者共同参与的国际研究揭示了
宇宙中神秘的“巨无霸气泡”莱曼－阿尔法气团
从何而来。这项研究对了解包括银河系在内的
众多星系如何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莱曼－阿尔法气团，是一种巨大的气体
云。它们像漂浮在宇宙中的巨型肥皂泡，其中充
满了气体。这些“巨无霸气泡”体积是银河系的
数倍，它们距离地球非常遥远，亮度却可达到太
阳的几十亿倍。这些气体云里蕴藏着星系形成
与消亡的重要信息。
此次，科研团队运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
望远镜（VLT）和位于智利的阿塔卡马大型毫米
波/亚毫米波天线阵（ALMA），对天鹤座方向一个
产生于 107 亿年前的莱曼－阿尔法气团进行了观
测。在这个气团中，研究人员罕见地看到了有气
体向中心下落的迹象。
通过气体谱线和成分分析，研究人员判断，
莱曼－阿尔法气团的巨大能量来自其中心产生
恒星的星系，而向中心下落的气体，来源于星系
之间的物质。形成大量恒星的星系，周围有机会
产生绵延几十万光年的“巨无霸气泡”。星系之
间的高热气体冷却之后，则在引力作用下被拉向
中心，构成
“气泡”
中心那股下落的气流。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自然·天文
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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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院招聘

为扩展九江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养老业务，九江市社会福利院特向社会
公开招聘养老护理员 100 名，年龄 50
周岁以下，女性，文化程度小学以上，身
体 条 件 好 ，有 经 验 者 可 放 宽 至 55 周
岁。工资待遇：1.上一休一，2050 元/
月。2.上二休一，3200 元/月。单位福
利：符合条件者享有保险待遇，四节福
利（春节，三八，端午，中秋），高温补贴，
生日福利，工龄补贴，公派培训等。
联系人：殷女士 电话：13970275077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 2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