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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一张呼吁大家寻找人
贩子野梅姨冶的图片在朋友圈广
泛流传,引发全社会关注,广东尧
湖南尧四川尧新疆等地均有举报
及辟谣信息遥

主侦野张维平拐卖儿童系列
案冶的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
主办民警表示,野梅姨冶这一称呼
最早出现在 2017 年初, 当时警
方抓获了张维平团伙,据张维平
供述其曾在 2003 年至 2005 年
间拐卖 9 个儿童,均通过一名被
称为野梅姨冶的女子介绍和联系
转卖,并支付对方介绍费遥 为核
查野梅姨冶情况,根据张维平的描
述,广州警方绘制了野梅姨冶的第
一张模拟画像 , 并于 2017 年 6
月公开悬赏,但未获得有价值举
报线索遥

根据张维平提供的线索,警
方摸排到一名疑似认识 野梅姨冶

的男子, 其自称曾有一个叫潘冬
梅(音)的女友,经组织辨认,该男
子与张维平均称不认识, 且无法
证明潘冬梅(音)与野梅姨冶为同一
人遥

应被拐儿童家属多次要求,
2019 年 3 月, 广州增城有关部门
派员陪同曾替被拐儿童画像的
外省退休警务人员找该男子对
野梅姨冶画像遥 经张维平辨认,第二
张画像与 野梅姨冶 相似度不足
50%, 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遥
由于野梅姨冶参与该系列案的线
索属于张维平指认, 公安机关仍
在进一步核查中遥

警方称, 除广东外, 近期湖
南尧四川尧福建乃至新疆等地均
有人举报称野梅姨冶在当地出现,
后经复核, 均不符合案犯描述的
野梅姨冶身高尧年龄尧语言等综合
特征遥 警方曾在 2017 年 6 月 13

日悬赏通报中称,野梅姨冶 真实姓
名不详,2017 年时约 65 岁, 身高
1.5 米,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
期在广东增城和韶关新丰地区
活动遥 2017 年以来, 警方曾对照
此特征对叫野梅姨冶(含同音字)的
人进行大量数据分析尧排查走访,
相关线索一一接触尧一一核实,但
至今仍未取得突破遥

目前,野梅姨冶画像的传播一
定程度上引起了部分家长的恐
慌 , 并给一些与画像相似群众
的正常生活带来影响遥 警方表
示,从张维平供述的情况看,野梅
姨冶是一名中间介绍人 ,负责为
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联系 野买
家冶, 通过收取介绍费非法获
利遥 社会公众对所谓野梅姨冶信
息不必恐慌 , 欢迎各界人士积
极提供相关线索 , 协助警方尽
快破案遥 李小环

为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高
空抛物尧坠物行为 ,最高法近日
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尧坠物案件的意见遥 根据这份
意见, 对于故意高空抛物的,根
据具体情形按照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尧 故意伤害罪或
故意杀人罪论处,特定情形要从
重处罚遥

意见规定, 故意从高空抛弃
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
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刑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致人
重伤尧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
重大损失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
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遥 为伤

害尧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
的,依照故意伤害罪尧故意杀人罪
定罪处罚遥

意见明确提出, 依法从重惩
治高空抛物犯罪遥 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一般不得
适用缓刑:多次实施的;经劝阻仍
继续实施的; 受过刑事处罚或者
行政处罚后又实施的; 在人员密
集场所实施的; 其他情节严重的
情形遥

在高空坠物方面,意见规定,
过失导致物品从高空坠落, 致人
死亡尧重伤,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
三条尧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依
照过失致人死亡罪尧过失致人重
伤罪定罪处罚遥 在生产尧作业中

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 从高空
坠落物品, 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
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依照刑
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
定,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定罪处罚遥

意见还提出, 在民事审判工
作中, 人民法院要综合运用民事
诉讼证据规则, 最大限度查找确
定直接侵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
担侵权责任; 对于物业服务企业
未尽到法定或者约定的义务,造
成建筑物及其搁置物尧悬挂物发
生坠落致使他人损害的, 也要追
究其侵权责任; 物业服务企业隐
匿尧销毁尧篡改或者拒不提供相
应证据, 导致案件事实难以认定
的,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遥 钟星

20 日,全球唯一圈养棕色大熊猫野七仔冶被熊猫国际终身认养遥 野七仔冶所在的陕
西省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和熊猫国际当天举办了认养仪式遥 陕西省
林业科学院秦岭大熊猫繁育研究中心位于秦岭北麓,雄性大熊猫野七仔冶2009 年出生
于此,性格憨厚老实,由于其罕见的棕色毛色而备受关注遥 张敏 摄

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 日成为执政时
间最长首相,累计在任 2887 天遥 这一时长超
过二十世纪初桂太郎累计在任 2886 天遥 安
倍如果能继续执政至明年 8 月 24 日,将超过
佐藤荣作,成为连续执政时间最长首相,后者
连续在任 2798 天遥 共同社报道,安倍能够长
期执政,缘于在野党阵营四分五裂尧自民党内
部没有有力竞争对手和民众希望政权稳定;
只是, 他的批评者认定他没有给日本留下重
要野政治遗产冶遥

绎瑞典检方 19 日宣布,决定停止对野维
基揭秘冶 网站创始人朱利安窑阿桑奇强奸罪
指控的调查遥 瑞典检方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
中援引瑞典检察署副署长埃娃-玛丽窑佩尔
松的话说, 尽管受害方提供了详尽的陈述内
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已被削弱到不再
有任何理由继续调查的程度遥 今年 4 月 11
日, 在厄瓜多尔宣布撤销给予阿桑奇的庇护
后, 英国警方宣布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国
大使馆被捕遥 5 月 1 日,阿桑奇在英国被判入
狱 50 周遥 5 月 13 日,瑞典检方宣布重启两年
前撤销的对阿桑奇强奸罪指控的调查遥

绎澳门与内地叶关于修订掖CEPA 服务贸
易协议业的协议曳20 日在澳门签署遥修订协议
将进一步深化内地与澳门服务贸易自由化,
加强双方经贸交流与合作, 支持及鼓励澳门
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推动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遥修订协议将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遥

绎最高人民法院 18 日发布 叶关于审理
走私尧非法经营尧非法使用兴奋剂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曳, 将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遥在惩治非法使用行为方面,司
法解释规定,对未成年人尧残疾人负有监护尧
看护职责的人组织尧强迫尧引诱尧欺骗未成年
人尧残疾人在体育运动中非法使用兴奋剂,严
重损害未成年人尧残疾人身心健康的,以虐待
被监护尧看护人罪定罪处罚;在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尧公务员录用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涉
及的体育尧体能测试等体育运动中,组织考生
非法使用兴奋剂的, 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定罪
处罚;生产尧销售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
食品,符合刑法相关规定的,以生产尧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尧销售有毒尧有
害食品罪定罪处罚遥

绎国家文物局尧 应急管理部 18 日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消防安全工作的指导
意见, 明确文物建筑上不得直接安装灯具搞
野亮化工程冶, 在文物建筑外安装灯具的要保
持安全距离遥意见明确,距离消防救援队较远
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一级博物
馆要建立专职消防队, 结合实际需要配足配
好消防器材装备, 组织队员定期开展防火培
训和灭火演练遥 其他文物尧博物馆单位要按
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 配齐人员和消防器材
装备,加强值班备勤和巡逻检查遥

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尧中国工
程院院士周建平在第四届(2019)中国人因工
程高峰论坛上说,我国将在 2022 年前后完成
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营, 空间站的近期规模
为 100 吨,可载 3 人遥 野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
标, 是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间长期载
人飞行技术, 具备长期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
与科学实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力
的国家遥冶周建平说遥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
造将遵循符合国情和体现国家发展战略目
标等原则, 利用当代先进技术, 重视应用效
益尧追求运营经济性尧规模适度,目前初定的
空间站设计规模为 100 吨,可载 3 人,并预留
拓展空间遥

晓桦 整理

最高人民法院:

故意高空抛物最高可按故意杀人罪论处

寻找人贩子野梅姨冶的图片在朋友圈广泛流传,广东警方:

“梅姨”身份与长相暂未查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