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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巨龙”

5 月 13 日 ， 在辽西地区较为罕见的大型恐龙化
石—“
—— 辽宁巨龙 ” 正式亮相辽宁朝阳鸟化石国家地
质公园博物馆 。 复原后的巨龙体长约 13 米 。 据专家
推测 ，这头 “辽宁巨龙 ”大约生活于 1.25 亿年前 ，是一
种罕见的大型蜥脚类恐龙 。 新华社发

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海南万宁“开房校长”被刑拘

当地官方称：
案件一经查实，
一定严惩不贷
海南省万宁市有关部门 13日下 警方刑事拘留。经该市公安局法医鉴 的一女生说，在房间内陈某鹏对其 同处房间的女生则向警方否认冯某

午就“万宁某小学校长带 6名女生开
房”事件召开新闻通气会：该市第二
小学校长陈某鹏与该市房管局职工
冯某松因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已被

定，犯罪嫌疑人并未与 6名女生发生 进行搂抱等亲密行为。而与冯某松 松与其二人有过亲密行为。
性行为。万宁警方已经请求海南省公
法医鉴定
安厅法医对受害女生再次进行鉴定，
向社会澄清事件真相。
并未发生性行为
媒体报道
事发后，万宁警方对受害未成 宿，社会影响极其恶劣，警方 12日
年人进行法医鉴定。经鉴定，6名未 已经以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罪对二
女生疑似遭遇性侵
成年女生在与陈某鹏和冯某松接触 人进行刑事拘留，万宁市检察院已
13日，有媒体报道海南万宁第 教学班任课教师分别发现这一个班 期间，并未发生性行为，但鉴于陈某 提前介入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二小学校长陈某鹏与该市房管局工 中的 4名女生和另一个班的一名女 鹏和冯某松带未成年少女开房留 查中。
作人员冯某松，于 8日晚间带 6名 生缺席上课，立即通知家长寻找。除
小学女生开房，女生下体遭到伤害， 一名女生家长发现其女儿留下的“去
家长质疑
疑似遭遇性侵，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海口玩”的字条外，老师和家长经一
将再次法医鉴定
万宁市委宣传部 13日下午召 夜寻找，未发现 5名女生踪迹，随即
开新闻通气会，万宁市某小学校长蔡 于 9日上午报警。
针对有受害女生家长质疑警方 进行心理干预。
鸿雁说，8日下午，该校六年级两个
调查结果，李有恒表示，万宁警方已
万宁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对
经请求海南省公安厅法医对受害女
新华社记者表示，该案件影响极为
警方调查
生再次进行法医鉴定，鉴定结果将 恶劣，万宁公安、教育等有关部门已
及时向社会公布，澄清事件真相。 分别成立调查组，对该案进行调查，
酒店内找到两女生
记者了解到，万宁市教育部门 “案件一经查实，对犯罪嫌疑人一定
万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 员冯某松，8日晚间分别带 4名女生 13日上午已经对陈某鹏做出免职
长李有恒介绍，9日上午警方接到报 和 2名女生，入住万宁市内两家酒 决定，并派出心理医生对受害女生 严惩不贷。”该负责人说。
（新华社 ）
案后，通过技术手段在海口找到其中 店。陈某鹏和 4名女生于 9日早晨
【央视微评】
4名女生。其中一名女生向警方表 离开酒店，冯某松于 9日离开酒店
示，该校一名女生和外校另一名女生 后，被其带入酒店的两名女生直到
仍在万宁市内，随后警方在万宁长丰 10日才经警方找到后离开酒店。“陈
校长 、 公务员身份本应背负着 扫地 。 媒体曝光后 ，当地才启动行政
镇某酒店内找到正在休息的两名女 某鹏和冯某松并不认识，两人开房地
生。
点也不在一起，但该 6名女生相互之 高于常人的道德期待 ， 可海南小学 处置 ， 是后知后觉 ， 还是本欲遮掩 ？
校长和政府职员带幼女开房的禽兽 胆大妄为 ， 是初犯 ， 还是有前科 ， 有
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陈某 间认识。”李有恒说。
鹏与万宁房管局聘用合同制工作人
警方介绍，据与陈某鹏同处房间 恶行 ，个人涉嫌犯罪 ，更令职业荣誉 无更多受害人 ，不细查难释疑 。

幼女开房案仍须详细查
377米
风雨长桥

中国海军护卫舰
南沙模拟导弹攻击演习
“战斗警报！”“发现敌舰，距离

这是 5 月
日拍摄的全
长 377 米的贵
州凯里清水江
风雨桥 。 该桥
于 2011 年 3
月开工建设，
总投资 2 亿多
元 。 风雨桥是
贵州 、 广西 、 湖
南 、 湖北等地
独具特色的侗
族建筑 。 新华
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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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方位 XX”“ 准备实施导弹攻击”
……5月 12日，正在南沙某海域执行
战备巡逻任务的南海舰队导弹护卫舰
江门舰上战斗警报铃声骤然响起，官兵
们迅速进入战斗状态。数分钟后，1艘
敌舰艇被江门舰发射的导弹击沉……
在完成导弹模拟攻击训练科目后，江门
舰迅速驶向下一个巡逻海区。
巡航一路，训练一路。记者了解到，
在我南沙海域，常年都有南海舰队派出
的不同类型的舰船进行例行性战备巡
逻。担负南沙战备巡逻任务的舰船不仅
积极开展导弹攻击、主副炮射击等实战
化科目训练，还与南沙守礁官兵以及在
南沙海域维权执法的渔政、海监等船只
形成了一套科学有效的联动机制，军地
共同组成一道海上防线。
南海舰队领导告诉记者，舰队将进
一步加强对南海海域的常态化战备巡
逻，进一步强化基于信息系统的实战化
科目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在远离岸基
支援以及复杂海空情条件下的综合作
战能力，有效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
（军报 ）
权益。

中国隐身无人机研制解决世界难题

“利剑”采用“飞翼”布局

“中国成为最新一
个展示喷气动力、低雷
达特征的攻击无人机原
型机的重要航空航天强
国”、“ 原型机的公布让
中国在一系列发展隐身
无人机技术的国家中走
在了前列”，近日，西方
媒体密集报道了被称为
“利剑”的“中国首型隐
身无人机”。
研发隐身无人机的
难度极大。一名军事专
家称，采用“飞翼”布局
的隐身无人机是高端无
人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
向，而外形对隐身的贡
资料图 ：江门舰 献最大。可以说隐身无

凤凰春广式点心全天享用啦！
约上三五好友，
几笼广式点心，一壶香茶……

用餐时间：7:00-13:30，17：00-21：00
地址：南通东路 128 号 1912 街区 百乐门向北 300 米
美食热线：0514-89718999 89718777
（

）

6名女生集体失踪

5 月 8 日 ， 在海南省万宁市后
郎小学 6 名就读小学 6 年级的女
生集体失踪 ，引起老师和家长极度
恐慌 ，连夜四处寻找但无果 。
直到 5 月 9 日晚上 11 点 ，1 名
女生在海口亲戚家 ，另外 3 名女生
在海口城西镇一出租屋被找到 。
经跑到海口的女学生说 ，另外
2 名女生在万宁 。 家长们从海口匆
匆返回万宁后 ， 直到 10 日上午 10
点 ，在万宁长丰镇马坡大洲岛度假
山庄找到了 2 名女孩 。
这 6 名女孩被找到时 ，看上去
都迷迷糊糊的 ， 有的女孩手 、 脖子
等处还出现青肿 ，经到医院检查 ，6
名女生下体受到不同程度伤害 。
8 日晚 ，6 名女生在哪里住的 ?
据海口警方协助万宁警方调查后
得知 ，8 日晚上 ，4 名女生在万宁绿
春园大酒店开了两间房 ，从监控视
频中看到 ，万宁市第二小学校长陈
某鹏晚上进入其中一间房 ，早上却
从另一间房出来 。 另外 2 名女生则
在大洲岛度假山庄居住了两夜 ，其
中和冯某松一起住了一夜 。
5 月 11 日 ，万宁警方将陈某鹏
及冯某松传唤调查 。
（法制日报 ）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唐建华

受贿 1700 万
被“双开”

据重庆市纪委、重 长。
庆市监察局在其网站发
2010年 2月 28
布的消息，重庆市公安 日，重庆召开打黑除恶
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 专项斗争阶段总结表彰
唐建华利用职务之便非 大会，时任经济技术开
法收受多人贿赂共计折 发区分局局长的唐建华
合人民币 1695万余元， 被记一等功。当时重庆
收受礼金 9万元，经市 有 40个区县，而被记一
委批准，被开除党籍、开 等功的区县公安局一把
除公职。
手，仅有 2名。表彰大会
2012年 11月 21 结束之后第二天，即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第 2010年 3月 1日，重庆
138次常务会议决定免 市人民政府第 63次常
去唐建华的重庆市公安 务会议决定，任命唐建
局副局长职务。唐建华 华为重庆市公安局副局
因涉嫌受贿罪于 2012 长。
年 8月 13日被重庆市
另据了解，去年 8
新华社电 根据国家海洋局网站消 检察院批准逮捕。唐建 月底，唐妻黄某亦被重
息，2013年 5月 13日，中国海监 50、 华曾在重庆多个区公安 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
15、66船编队继续在中国钓鱼岛领海内 局任职，2010年 3月出 刑事拘留。
巡航。
（综合 ）
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

中国海监编队昨在
我钓鱼岛领海巡航

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
“不雅视频”男主角

雷政富涉嫌受贿罪被公诉
纪委调查“不雅视频事件”中发现线索

新华社电 记者 13日从 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雷政富涉
重庆市检察机关获悉，北碚区 嫌受贿罪立案侦查。
原区委书记雷政富涉嫌收受贿
2013年 2月 1日，雷政富
赂一案，已于 2013年 5月 10 被刑事拘留，同年 2月 6日被
日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依法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 【延伸阅读】
法院提起公诉。
2013 年 5 月 7 日 ，重庆市
去年 11月下旬，互联网流
、 市监察局对涉及不雅视
传有关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 纪委
21 名违纪党员
政富的不雅视频。经重庆市纪 频的雷政富等
。 其中 ， 拟对雷
委调查核实，互联网流传有关 干部作出处理
、 开除公职
回收价格随行就市 ，目前暂定为每 不雅视频中的男性确为北碚区 政富给予开除党籍
， 对其涉嫌犯罪问题于今
斤 0.5 元。 还可用旧报纸置换有机大米、 区委书记雷政富。11月 23日， 年处分1 月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政 前检察机关正在审查起诉中，目；
藕汁，多退少补。
富同志北碚区区委书记职务，
公司服务热线：87863293 87863191（工作日） 并对其立案调查。
南岸区原区委书记夏泽良已
15252521001
由司法机关另案处理 ；长寿区
重庆市纪委在调查
“不雅视
服务监督电话：87863115
原区长韩树明涉嫌严重经济
频事件”中发现雷政富涉嫌受贿 问题
网址：www.yzbyfx.com
， 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 其
犯罪线索并移交检察机关。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旧报回收，快来参加！
2013年 1月 24日，重庆 余 18 名党员干部因严重违反

旧报上门回收
中晚餐包间 报社“小红帽”来帮忙
不设最低消费

这个春天就在凤凰春
FENGHUANGCHUN

人机的机身和机翼的外
形恰恰是这类无人机的
关键，因为既要考虑如
何躲避雷达侦察，也要
考虑气动特性。在制造
上也远比非隐身飞机难
度大，比如蒙皮接口之
间的缝隙要比头发丝还
要细，这都是目前世界
公认的难题。
另外，由于飞翼布
局的无人机没有垂直尾
翼，控制起来非常困难，
只能依靠电传控制系
统。能研制这种飞翼布
局的飞机，说明研制方
在控制软件等方面取得
了突破。（综合 ）

【媒体报道】

依法逮捕。
2013年 3月 29日，重庆市
人民检察院将本案交由重庆市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社会主义道德 ，分别受到党内
警告 、 严重警告等纪律处分 ，
正在履行相关程序 。
今年 1 月 ，重庆曾对涉及
不雅视频的 10 名党政干部 、
国有企业负责人予以免职 。 重
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介绍说 ，
随着调查取证的不断深入推
进 ，重庆市相关部门又发现一
些不雅视频线索 。 现查明 ，涉
案党员干部为 21 名 ， 其中党
政干部 15 名 、 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 6 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