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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监管加码
2020年罚金超6亿元

驴友攀岩打26个岩钉
损毁名胜古迹被判刑

近日，工商银行、华夏银行等
因违反反洗钱等相关规定被央行
处罚。数据显示，央行2020年全年
反洗钱相关罚单金额累计约
6 . 28亿元，约为2019年的3倍。与
此同时，反洗钱制度建设正加快
推进，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管理
办法正在修订，将完善监管对象
范围，拟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
小贷等机构纳入。 新华

1月12日，最高法发布第26批
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一起故意
损毁名胜古迹案件。最高法通报的
案情显示，2017年4月15日，张永
明、毛伟明、张鹭三人携带电钻、岩
钉、铁锤、绳索等工具前往三清山
风景名胜区攀爬巨蟒峰。攀爬过程
中，张永明在有危险的地方打岩
钉，然后在岩钉上布绳索。经民警
现场勘查，张永明在巨蟒峰上打
入岩钉26个，因犯故意损毁名胜
古迹罪，判刑一年。 成都商报

到2023年10个重点行业
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

工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提出到2023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新
模式、新业态大范围推广，覆盖各
地区、各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
础设施初步建成，在10个重点行业
打造30个5G全连接工厂。 新华

突然被乘客袭击
他忍痛停车救下一车人

“我在集中注意力驾驶车辆，
突然头顶一阵剧痛，还以为是被
什么东西砸到了。”提起几日前被
袭击时，六盘水大巴司机李财仍
心有余悸。1月9日8时许，李财驾
车从福州返回六盘水。途中，一名
乘客从后排取下安全锤走到驾驶
室位置，朝正在驾车的李财头部
猛击，李财顿时血流如注。他强忍
剧痛，成功将车辆停了下来。

据悉，事发时车速74公里/小
时，车辆核载39人，实载39人（含2
名驾驶员），全程驾驶员没有和施
暴乘客发生口角和争执。 新华

“河长”“湖长”工作得力
水利部有奖励

记者13日从水利部了解到，为
强化河长制、湖长制正向激励，水
利部近日调整激励措施、修订实施
办法，对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得力
的地方，分配年度中央财政水利发
展资金时给予倾斜。 新华

WJ-700无人机完成首飞

1月11日，由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第三研究院海鹰航空通用装备
有限公司牵头研制的WJ-700高
空高速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圆
满完成首飞试验。WJ-700无人机
的航时、航程和载重等关键性能
指标，达到同等吨位量级无人机
的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具备
防区外对地攻击、反舰、反辐射等
空对面精确打击作战和广域侦察
监视作战能力。 中新

四川一民办校副校长
因猥亵学生被判14年

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13日
对当地一民办学校副校长吴某某
猥亵学生一案进行宣判，判处吴某
某有期徒刑14年。之前，有学生曾
在班级群里指责吴某某任教期间
的行径：“对男生拳打脚踢，扇耳
光，体罚跑操场；对‘个别’女生明
目张胆地性骚扰，性胁迫。” 新华

小学教师用戒尺打学生
官方通报：停课，致歉

1月12日，网上有视频称“武
汉一小学教师惩戒学生用尺击打
学生手心”。13日，武汉市江汉区
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核实，
当天下午，北湖小学六年级(8)班
班主任夏某，因临近期末考试，学
生上课疯闹等原因，在教室对近
10名学生进行了惩戒，用尺击打
学生手心。目前已责成北湖小学
对涉事老师进行停课反省处理，
并向学生和家长致歉。 中新

方便面袋内藏象牙
一旅客广州入境被查

据广州海关13日消息，该关
近日在广州白云机场查获一宗入
境旅客违规携带象牙制品案，现场
查获藏匿在方便面袋内的现代象
象牙制品11件、重约330克。2020年
12月29日，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关员
在对一班非洲飞抵广州的航班进
行先期机检时，发现一件旅客托运
行李的X光机成像图像存在异常。
关员随即对携带该行李通关的中
年男性旅客进行精准拦截。中新

因独子意外身亡受打击
广西药监局局长坠楼离世

1月1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药
品监督管理局通报，广西药品监督
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文东旭因其
独子近日不幸意外身亡，精神受到
严重打击，于1月11日22时许在家
中自行坠楼，不幸离世。 人民网

“河洛古国”发现
中国最早“宫殿”

巨型夯土高台上筑建宫宇、
双宫并列、前朝后寝、一门三
道……中国最早“宫殿”在“河洛古
国”——— 郑州双槐树遗址日前展现
庄严。郑州市文物考古院院长顾万
发介绍，新发现的宫室建筑位于一
处面积达4300平方米的大型夯土
高台上，高台上建筑基址密布，全
部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 中新

德国捣毁
最大暗网交易平台

德国检察机关12日说，捣毁
了据信是全球最大的暗网交易平
台。这一名为“黑市”的交易平台
先前出售各类违禁药品、假币、偷
窃所得的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
卡信息和恶意软件等。“黑市”有
将近50万名使用者，超过2400名
卖家，处理超过32万起交易，价值
超过1 . 4亿欧元。 新华

一男子持斧破坏
新西兰国会大厦被捕

一男子13日因持斧破坏新西
兰国会大厦正门被警方抓捕。当天
清晨，警方赶到现场时，这名男子
已用斧头击碎正门入口处5块玻
璃。其作案动机尚待调查。人民网

2020年巴西人新枪支
注册数量同比增90%

巴西BBC网站近日公布的一
项调查数据显示，巴西联邦警察
局2020年共批准了179771支新枪
的注册申请，同比增加了91%以
上。其中，70%注册申请来自于

“普通公民”。加上重新注册的枪
支，目前巴西全国记录在册的武
器数量已超过25 . 2万个。 中新

谈恋爱花了七八万想讨回
男子起诉前女友被驳

美对一女性囚犯执行死刑
系近70年来首次

当地时间13日，美国堪萨斯
州52岁的丽莎·蒙哥马利被执行
联邦死刑，原因是她2004年在密
苏里州残忍杀害一名孕妇。据称，
这是美联邦政府近70年来首次处
死一名女性囚犯。 中新

中科院研究生遇害案
凶手被执行死刑

1月13日，中科院研究生遇害
案被告人周凯旋被执行死刑。
2018年6月14日，中科院研究生院
研二学生谢雕，在为高中同学周
凯旋接风的饭局上，遭对方连捅
数刀身亡。据此前报道，周凯旋在
庭审中称，两人曾在同学会上发
生口角，还有一次是他在微信群
发喝可乐照片，被谢雕说是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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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40人涉黑案一审宣判
主犯王德彬被判无期

1月13日，四川省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德彬、李丽娟
等40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等罪一案进行一审宣
判，其中主犯王德彬被判处无期徒
刑。自1983年起，王德彬在泸州市
通过非法倒卖烟草、经营夜总会等
积累了一定经济实力。在长达20余
年的时间内，该团伙实施了抢劫、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
58起犯罪行为。 川观新闻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
悉，2020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2522 .5万辆和2531 .1万辆，同比
下降2%和1 . 9%。从汽车行业发展
趋势来看，2021年有望实现正增
长，汽车销量有望超过2600万辆，
同比增长4%。 新华

去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达
2522 . 5万辆和2531 . 1万辆

-0 . 3℃！海南岛现罕见
零度以下气温

据海南省气象部门13日下午
介绍，受持续强冷空气影响，1月
13日早晨海南琼中黎母山镇(黎
母山林场测站)出现-0 . 3℃最低
气温，五指山、琼中、白沙出现结
霜现象。罕见的零度以下气温并
伴随霜的出现，刷新了人们对海
南“冷”的认知。 中新

河南少林寺、白马寺等
宗教场所暂停开放

为保障游客健康安全，1月13
日起，嵩山风景名胜区内少林寺
常住院、初祖庵、二祖庵、法王寺、
中岳庙等宗教场所暂停对外开
放。因宗教场所关闭，少林景区门
票价格按五折执行，待宗教场所
恢复对外开放后门票恢复原价。

同日，为配合疫情防控要求，
“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暂停对
外开放，暂停集体宗教活动。 新华

告别空间站
12瓶葡萄酒启程回地球

12瓶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和
300多段葡萄藤1月12日告别国际
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预计13日
夜间坠落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
卢森堡“太空货物无限”公司发起
这个项目，在2019年11月和2020
年3月分别将这些葡萄酒和葡萄
藤送到国际空间站。 央视

15万亿保险资产
迎分类监管

1月12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评级暂
行办法》。《办法》对保险资产管理
公司实施分类监管。银保监会披
露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设立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28家，受托管理
保险业超过70%的资金，资产管
理规模近15万亿元。 人民网

湖北发现目前长江流域
最大商代铸铜遗址

位于湖北黄陂的鲁台山郭元
咀遗址发现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商
代铸铜遗址，并出土大量熔铜器
具、原料以及燃料等冶铸遗物。专
家表示，这处遗址为目前长江流
域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完好的
商代铸铜遗址。 新华

被控受贿1508万余元
盐城原副市长获刑11年

1月12日，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一审公开宣判盐城市原副市长
李逸浩受贿案，以受贿罪判处被
告人李逸浩有期徒刑十一年。经
审理查明：2009年至2020年，李逸
浩直接或通过近亲属非法收受相
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
民币1508万余元。 央视

男子王某与女子刘某是情
侣，交往期间，王某分多次给刘某
转账，共计75000元。两年后，双方
矛盾不断，感情破裂。王某想要回
这笔钱，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
刘某。1月12日，记者获悉，法院并
未认定女方不当得利，驳回了王
某的请求。 武汉晚报

文化

美国冰激凌制造商
推出“狗甜品”

美国一家大型冰激凌制造商
将推出专供宠物犬享用的冷冻甜
品，试图从宠物用品市场分一杯
羹。初期产品有两种口味：南瓜曲
奇和花生酱脆饼干，单价2 . 99美
元，多买有优惠。这家冰激凌制造
商说，并非因为传统业务不景气
才推出宠物犬甜品，而是希望人
们享用美食之际也能让宠物犬一
饱口福。 新华

大理发现南诏时期
官家寺庙建筑群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省大理市
五指山遗址发现主体遗存为南诏
时期的官家寺庙建筑群，进一步
揭示了南诏寺庙布局特点和窑业
生产状况。遗址发现有春秋战国、
汉晋、南诏、元明等不同时期遗
存，主体遗存为南诏时期。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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