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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法治 科技·卫生 环球

新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
今起实施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主要规
定包括：不满16周岁不得开通网
络直播；平台应限制未成年人上
网消费、打赏；未经允许手机不能
带入课堂；校园欺凌学校不得隐
瞒；未成年人住酒店加强登记管
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岗位有
相关犯罪记录者禁用；相关案件，
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出庭作
证；学校不能占用假期集体补课；
不准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央视

机器海豚在洛杉矶
首次公开亮相

一头逼真的机器海豚在美国
洛杉矶首次公开亮相，今后或许
能替代真海豚演出，达到保护这
种海洋哺乳动物的目的。

这头机器海豚由新西兰一家
技术企业开发，外形逼真，可以在
水下游泳或抬头露出水面，体长
2 . 5米、重约250公斤，表面皮肤
由医用级别硅胶制成。“善待动物
组织”希望，机器海豚投入应用
后，能取代真海豚在水族馆表演，
从而达到保护海豚的目的。机器
海豚单价2080万美元，目前仅用
于电影拍摄。 新华

山西继母虐童案一审
被告人被判无期

5月31日9时，山西继母虐童
案一审在朔州中院开庭宣判。被
告人王某蓉犯虐待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
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
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128万
元。被告人王某蓉当庭表示选择
上诉。

一审判决书显示，被告人的
行为造成朵朵成为植物人状态、
终生全部护理依赖等不可挽回的
损害后果。检方指控，王某蓉在与
朵朵共同生活期间，经常以殴打、
体罚、指甲掐、扭身体隐秘部位等
方式虐待朵朵。

中新

检察机关三年批捕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12 . 7万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
厅长史卫忠介绍，2018年至2020
年，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12 . 7万人，起诉17 . 1万人。

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
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少捕
慎诉”。2018年至2020年，不批捕
4 . 7万人，不起诉2 . 8万人；对罪
行严重的未成年人依法惩戒，宽
容不纵容，批捕涉罪未成年人
8 . 4万人，起诉11 . 6万人。 中新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辣笔小球”获刑8个月

5月31日下午，南京市建邺区
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被告人仇子明
(新浪微博名“辣笔小球”)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荣誉一案。

2月19日上午，被告人仇子明
在卫国戍边官兵誓死捍卫国土的
英雄事迹报道后，为博取眼球，使
用其新浪微博账户“辣笔小球”,
先后发布2条微博，歪曲卫国戍边
官兵的英雄事迹。法院认定被告
人仇子明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
荣誉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
责令其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通过国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
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人民日报

知名作家治腰痛受骗
涉事医院挨罚

著有《推理之王》系列的国内
知名推理作家紫金陈发微博，称
自己去宁波仁医堂中医医院看腰
肌劳损，却被推荐花4500元打了
所谓的“小分子祛炎针”，注射之
后疼痛加剧，直不起腰，紫金陈认
为自己上当受骗。经初步确认，注
射进体内的药液没有中药成分，
与宣传的“小分子祛炎针”完全不
同。因夸大宣传医疗效果、过度收
费问题，宁波市鄞州区卫健局已
做出对涉事医院罚款3 . 5万元、
对涉事医生唐某暂停执业资格三
个月的处罚决定。 中新

虚报检测量牟利？
德国严查新冠检测中心

检测中心每做一次检测可向
当地政府“报销”18欧元。近几周
来，德国各地冒出数以千计私营
检测中心。德国媒体调查发现，有
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可能虚报检
测量。科隆一个新冠病毒检测中
心向政府报账说检测将近1000
人，而实际仅采样70份。鉴于媒体
曝光多个检测中心涉嫌虚报牟
利，德国政府表示将加强管控，违
法者将承担法律后果。 新华

尼日利亚再现
武装绑架学生事件

尼日利亚警方5月30日宣布，
一伙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中北部尼
日尔州泰吉纳镇，从一所学校绑
架大概200名学生。从去年12月到
泰吉纳镇遇袭前，该国已有730名
儿童和学生遭绑架。 新华

东京奥运观众入场
须核酸阴性或接种疫苗

日本政府考虑为入场观看东
京奥运会的观众设置两个硬性条
件：要么提供新冠病毒阴性的核
酸(PCR)检测证明，要么提供接
种过疫苗的证书。核酸检测需自
费进行，日本政府目前每天的检
测数量大约是40万，以后将进一
步扩充检测能力。

观众还将禁止在赛场内吃
喝、大声欢呼等。关于是否允许本
土观众入场、允许多少人入场观
看比赛，将在6月20日东京等地紧
急状态解除后才能决定。 新华

雪域高原跋涉26万公里
感动中国邮递员走了

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在
雪域高原跋涉了26万公里，坚守
马班邮路32年，5月30日，曾感动
中国的邮递员王顺友，因病在四
川凉山逝世，生命定格在56岁。

王顺友出生在四川省木里藏
族自治县，1985年10月参加工作，
从事木里县城——— 白雕、三角垭、
倮波乡的马班邮路投递工作，投
递准确率达到100%，成为当地老
百姓心中最温暖的形象，被誉为

“深山信使”。 中新

社会

逗留西双版纳植物园
17头野象已逛吃一周

17头野生亚洲象从5月23日
起进入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园内逛吃至今。目前，园方已对象
群进行24小时监测，当地也已发
布通告，提醒群众注意防护。

这17头亚洲象在园内自行觅
食，主要吃野生芭蕉、草等，暂无
伤人情况发生。工作人员称，现在
的主要工作是及时监测其行动轨
迹，不会驱赶。如果象群活动至村
寨周围，会及时疏散群众。

中新

越南卫生部日前宣布，发现
一种新型新冠变种病毒，它是此
前在印度和英国发现的两种变种
病毒的混合体，能在空气中快速
传播。越南卫生部长阮青龙表示，
这种变异毒株混合体“非常危
险”，传播性更强。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混合变
种”同时有在英国发现和在印度
发现的变种病毒的特征。阮青龙
认为，病毒能快速自我复制，是造
成多个地方在短时间内感染病例
急升的原因。 中新

越南发现变异毒株混合体
能在空气中迅速传播

为打击盗猎
犀牛角内注射放射性物质

南非研究人员向两头犀牛的
角内注射某种放射性物质，希望
借此减少市场对犀角的需求并打
击盗猎。据称，由于犀牛角的特殊
构造，向其中注射的放射性物质
不会进入犀牛体内。

南非现有犀牛约2万头，去年
有394头犀牛遭盗猎者杀害。如果
这个项目成功，研究人员还计划
向大象象牙内注射放射性物质，
打击大象盗猎行为。 新华全国27 . 4万名事实孤儿

被纳入保障范围

记者5月31日获悉，截至今年
5月底，全国共有27 . 4万名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被纳入保障范围，
平均保障标准为1206 . 6元/人/
月。民政部门将积极推动实现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申请“跨省通
办”，不断完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的关爱服务体系。 新华

12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被依法关停

近日，民政部、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法关停了2021
年第三批12家非法社会组织网站
及其新媒体账号，涉及全国艺术
特长生考评委员会、中国乡村振
兴科技馆、中国正面管教协会、中
国机器人教育联盟、中国国际京
剧票友联盟保定分会等12家非法
社会组织。 中新

去年12月以来
查获偷渡人员18639人

自2020年12月开展专项斗争
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共立妨害国
(边)境管理犯罪案件6732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17285人，查获偷渡
人员 1 8 6 3 9人，同比分别上升
156%、202%和248%。

共打掉妨害国(边)境管理犯
罪团伙242个，捣毁中转窝点42
处；查处涉案中介机构、非法用工
企业256家。 新华

全球最累城市前十名
香港连续两年居榜首

一项名为“2021最佳工作生
活平衡城市”的研究结果显示，在

“全球最累城市”排行榜上，前十
名分别为：香港、新加坡、曼谷、布
宜诺斯艾利斯、首尔、东京、休斯
敦、吉隆坡、卡尔加里和伦敦，有
六座城市位于亚洲。

其中排名榜首的香港每周工
作时长超过了标准周工作时间
29%，已连续两年位于榜首。新加
坡 的 平 均 工 作 时 间 也 超 过
25 . 1%，同样是第二年获得“榜
眼”。 中新

记者5月31日从内蒙古自治区
通辽市公安局获悉，当地警方破获
一起重大跨境网络赌博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13名，冻结涉案资金200
余万元。从去年3月以来，该窝点充
值金额已达3000余万元，代理从中
非法获利近百万元。 中新

内蒙古破获
重大跨境网络赌博案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5月30日

确认，首相鲍里斯·约翰逊29日在
伦敦与未婚妻卡丽·西蒙兹低调
完婚。受现阶段防疫政策限制，婚
礼只邀请30名客人参加。英国媒
体报道，约翰逊是英国近200年来
首位在任期间结婚的首相。这是
约翰逊第三次结婚。他与第二任妻
子2018年分居，2020年离婚。新华

英国首相
约翰逊低调结婚

广州疫情10天内
出现长链条代际传播

截至5月30日，广州本轮新
冠疫情已经出现23名确诊病例
和7名无症状感染者。病毒溯源
显示，感染者中已检测的基因测
序结果高度同源，均为传播速度
极快的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
变异株。

5月31日下午，广州市副市长
黎明表示，引发此次疫情的病毒
具有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病毒
载量高的特点。传播速度快，是此
次疫情和以往疫情最大的不同；
传播力强体现在病毒可以通过吃
一顿饭，短暂的非直接接触传播。

广州此次本土传播疫情的报
告始于5月21日，仅用了10天就出
现长链条代际传播。 新华

茶烟并非健康烟
灰烬中含有害物质

继电子烟后，一种新型“烟
草”——— 茶烟日益火爆。所谓茶
烟，就是把茶叶当作烟草来抽。商
家宣传，茶烟的外观、吸食方式、
味道等都与传统香烟类似，但不
含尼古丁，因此称其为“健康烟”。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
表示，饮茶是通过消化道吸收茶
叶中的有益成分；“抽茶”则是将
茶叶燃烧，让人吸入烟雾，二者南
辕北辙、截然不同。茶烟燃烧产生
的灰烬中，有害物质依旧存在，

“这就像我们吃肉可以吸收蛋白
质等营养元素，但若将肉烧成灰
后，让人吸入，则对身体百害而无
一利。” 科技日报

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
加拿大降半旗悼念

当地时间5月30日，加拿大总
理贾斯汀·特鲁多下令全国所有
联邦机构大楼降半旗，以悼念5月
28日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
斯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旧址发
现的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
的第一民族部落5月28日宣布，在
该市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旧址
地下，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的遗
骸，最小的孩子年仅3岁。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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