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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使命行动-2013C”跨区机动战役演习在南国陆海空天等多维空间如火展开。这是我军一次年度例行性训练，旨在锤炼
部队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能力。图为演习中歼-11战机编队起飞。 新华社发

长天亮剑秋点兵

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4周年纪念日。 上午，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到天安
门广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
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
花篮。

届时，中央电视台综合
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
频道、英语频道等外语频道
将进行现场直播。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首都各界10月1日上午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蔡矜宜 通讯员 陈剑
岷）2013年湖南省第六届环湘自行车赛今天在南岳
衡山激情闭幕，经过1个多小时的角逐，来自长沙的
曾文波、陈湘源分获男子青年组和壮年组冠军，女子
组桂冠由广东车手何冲摘得。

2004年，首届环湘自行车赛在南岳举行，经过10
年的发展和磨练，本届环湘赛再次回到南岳衡山进行
总决赛。本届赛事于9月2日在湘潭韶山揭幕，此后转
战灰汤温泉、涟源龙山、怀化黄岩、常德太阳山、岳阳
楼等景区，共举行了6场分站赛，骑行1500余公里。分
站赛各组前30名选手，参加了当天的总决赛。

今天的总决赛分为男子青年组、 男子壮年组以
及女子组，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车手参加，
比赛线路从南岳万寿大鼎广场到南天门“寿比南山”
石刻，共10余公里。由于赛道坡度极陡，比赛中不少
选手出现脚抽筋现象，但沿途怡人的风景，让选手们
仍愉悦地享受到达终点的激动。 本次比赛由省体育
局、省旅游局、共青团湖南省委联合主办。

环湘赛衡山闭幕
长沙车手包揽男子组冠军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蔡矜宜）中国“一姐”李娜
今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以2比0完胜斯洛伐克美女
汉图楚娃，强势开启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征程。

在和汉图楚娃的交战中，李娜赢少输多，尤其是
去年伦敦奥运会首轮被对方淘汰出局。不过回到家门
口的中网赛场，李娜成了比赛的主宰者。首盘比赛李
娜手感火热，连下6局，以6比0零封对手，取得完美开
局。第二盘，汉图楚娃展开反击，在0比4落后的局面下
一度连扳3局，但是李娜还是牢牢掌控场上的局面，最
终以6比4拿下第二盘，强势挺进女单第二轮。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娜坦言“开局非常
不错”， 但在第二盘时有点放松， 给了对手一些机
会。“第一盘送给对方一个鸭蛋之后，稍微放松了一
些，但最后结果还是非常开心，我拿下了比赛。”

晋级次轮后，李娜将对阵科斯蒂亚与雅瓦诺夫
斯基之间的胜者。

李娜“复仇”汉图楚娃
轻松晋级中网次轮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廖鹤松
吴兆初） 9月28日， 2013年湖南省中学生田径比赛
完成了各项赛程， 在涟源闭幕。

本次比赛于9月25日在涟源市一中开幕， 比赛
由省教育厅举办， 涟源市人民政府、 娄底市教育局
承办， 省学生体育协会协办。 全省14个市州48个
代表队619名运动员、 109名教练员参加。 经过为
期4天共34个项目的紧张角逐， 雅礼中学、 临湘二
中和娄底二中分别荣获团体总分前三名。

省中学生田径赛闭幕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家质检总局新闻
办公室副主任李本军29日说， 今年10月1日汽车三
包规定实施在即， 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李本军在当日举行的质检总局例行发布会上
说， 汽车三包专家管理系统已正式上线， 汽车三包
备案与发布管理系统已于9月2日全面投入使用，
汽车三包争议处理信息系统已经完成测试。

李本军介绍， 汽车三包信息备案公开制度有效
实施。 从8月下旬开始， 家用汽车生产企业开始备
案汽车三包相关信息， 并按照信息备案和信息公开
相关规定对有关汽车三包信息进行公开。 截至目
前， 通过该系统进行信息备案的汽车生产者63家、
车型5374个、 销售网点22956个。

汽车三包规定
10月1日起实施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公安部日前出台“三
项纪律”规范公安民警行为。“三项纪律”是：公安民
警决不允许面对群众危难不勇为，决不允许酗酒滋
事，决不允许进夜总会娱乐。

公安民警违反上述规定的一律先予以禁闭，并
视情给予纪律处分。 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
的，一律给予开除处分，并视情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隐瞒不报、包庇袒护的，从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公安部“三项纪律”
规范民警行为

本报郴州9月29日电（记者 王亮 白培生）2014
世界女排锦标赛亚洲区资格赛B组比赛今天在郴州
结束了第3轮的争夺，哈萨克斯坦和韩国队分别以3
比0击败新西兰和印度队。9月30日， 中国女排将与
哈萨克斯坦队“硬碰硬”。

B组5支球队实力分水岭比较明显，中国、韩国、哈
萨克斯坦队实力相近，明显高于新西兰和印度队。今天
的两场比赛中，新西兰和印度队在面对哈萨克斯坦和
韩国队时，连一局比赛都赢不下来。

第三轮结束后，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队同为2战2
胜，但中国女排小分略高，暂列B组头名。韩国队2胜
1负位列第3，新西兰和印度队垫底。

30日晚， 中国女排将与哈萨克斯坦队对决。28
日的比赛中，哈萨克斯坦队以3比1击败韩国队。因此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必须取胜， 才能在晋级之路上掌
握主动权。

中国女排
今日迎关键一战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10月1日起，
在中国驻外使领馆申请护照等国际旅行证件
的费用将降低， 其中普通护照收费降幅达
50%以上， 由原来每本440元至840元人民
币不等降至每本200元。

这是中国外交部最新推出的改进国外护
照服务工作五项便民措施的其中一项， 外交
部网站29日刊登了这些措施。

我驻外使领馆
护照申办费用将降低

据新华社西安9月29日电 9月29日上午，
陕西省靖边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龚爱爱伪造、
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公开宣判。被告人龚爱
爱因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3年。龚爱爱当庭未表示是否上诉。

法庭审理查明， 被告人龚爱爱在已有合
法户籍和身份证的情况下，2005年在北京购
房时付款30万元通过售楼人员为本人及其
女儿购买北京市户籍。

2006年8、9月份， 被告人龚爱爱让时任
神木县公安局政委的何生发（已死亡）给她重
新办理户籍， 张新堂在山西省临县公安局克
虎镇派出所以补录户籍的方式为龚爱爱办理
了名为“龚仙霞”的假户籍，后把该户口迁往
陕西省神木县神木镇并办理了名为“龚仙霞”
的假身份证。

2009年至2012年，龚爱爱先后使用该身
份证办理了两套房子的房产证并进行了神木
县艾丽莎购物有限公司和神木县正和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股东登记， 该户籍信息于
2013年1月19日被神木县公安局注销。

2008年10、11月份， 被告人龚爱爱让何
生发再次给她办理一个名为“龚爱爱” 的户
籍。何生发指使本局民警张新堂（另案处理）
为龚爱爱办理假户籍， 张新堂又通过他人找
到了山西省兴县公安局维嘉滩派出所为龚爱
爱办理了假户籍， 后将该假户籍迁入神木县
大柳塔派出所， 并办理了与其原来真实的身
份证号码不同的“龚爱爱”的居民身份证。该
户籍信息已于2012年1月6日被神木县公安
局发现重户后注销， 但龚爱爱的身份证未被
收回， 后龚爱爱又用该身份证办理了一处房
产的产权证。

“房姐”一审获刑3年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29日宣布，今年以来，发展
改革委会同海南、 云南等地价格主管部门
查处了一批旅游购物店、旅游宾馆、旅行社
缔结业内价格同盟， 旅游购物店实施价格
欺诈，旅行社实施低价倾销（零负团费）和
不履行价格承诺等典型案件， 并已责成海
南省物价局、 云南省发改委依法对查实的
39家涉案旅游业相关单位进行了处罚，共
计罚款1800多万元。

发展改革委旅游市场专项检查发现，
接待旅游团队购物的水晶店、 螺旋藻店普
遍存在先虚高标价、 再虚假优惠打折的违
法行为，绝大部分水晶、螺旋藻标示售价都
在购进成本价的10倍以上，有的水晶达到

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经查，今年2月中旬，三亚帝佳贸易发展

有限公司（帝佳水晶购物店）销售商品编码
为11370998的发晶吊牌（金钛晶），购进成本
价为713元，标示售价为13950元，标价为购
进成本价的19倍（不考虑经营费用），实际成
交价在标价基础上打8.5折， 即11860元。三
亚中御水晶有限公司（中御水晶购物店）销
售商品编码为A8000005的“黑曜石手链”，
购进成本价为5元，标示售价为470元，标价
为购进成本价的94倍（不考虑经营费用），实
际成交价在标价基础上打8.5折，即400元。

发展改革委称， 丽江市面向旅游团队
的螺旋藻购物店， 如丽江康诺生物开发有
限公司、丽江永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丽江康益生物产品商贸有限公司等， 销售
每袋（桶）500克/600克的螺旋藻，购进成
本价约为35-45元， 标示售价为388-408
元，标价为购进成本价的10倍左右（不考
虑经营费用），实际成交价通常在标价基础
上打7.5-8折，约290-320元。这类行为违
反了《价格法》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属于
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打折的价格欺诈行为。

根据《价格法》的相关规定，海南省物
价局、 云南省发改委已依法分别对上述相
关购物店的价格欺诈行为，各处以30万元
的罚款。

调查还发现并依法查处了丽江等地旅
行社缔结价格同盟， 统一对外报价的违法
行为。

价格结同盟、购物施欺诈、承诺不履行

39家旅游业单位被罚1800多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国家防汛抗
旱总指挥部29日召开视频会商会，宣布启动
防汛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防御今年第21号
强台风“蝴蝶”。

据了解，“蝴蝶”于9月27日在南海中部海
面上生成，28日凌晨加强为强热带风暴，14
时加强为台风，29日11时加强为强台风，中
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
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还将有所加
强。预计“蝴蝶”7级和10级风圈分别为300公
里和70公里，强风区将笼罩海南及华南沿海
部分地区。同时，受台风“蝴蝶”外围云系影
响，9月29日至10月1日，海南、广东西南部、
广西东南部将有50至250毫米降雨过程，其
中海南、 广东雷州半岛降雨量100至250毫
米，局部降雨量将达300毫米以上。

防御强台风“蝴蝶”
国家防总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最高人民法院29日对外公布了审理
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司
法解释，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
息的法律边界，对“谎称炸弹”破坏公共秩
序的犯罪行为予以惩治。

“谎称炸弹”处罚不一责任过轻
最高法院公布的统计显示， 仅在今年5

月15日至18日4天时间内，全国就连续发生6
起编造虚假爆炸信息威胁民航安全的事件，
造成22架次航班返航、备降或延迟起飞。

“这些犯罪活动，有的为勒索钱财，有的
出于无聊、好奇或者为‘出风头’，还有的则是
基于发泄私愤、报复社会等动机，引起了不同
程度的社会恐慌，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
的工作、生活等秩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
危害。”最高法院新闻发言人孙军工说。

我国刑法规定，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
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
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
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斌指出，刑
法中对“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
的认定标准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机关对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违法犯罪行
为在适用法律上理解也不一致，导致执法标
准不统一，难以发挥刑罚应有的惩戒作用。

“诈弹”致人员密集场所
秩序混乱可追刑责

司法解释界定了“虚假恐怖信息”的范
围，规定了何种情形可追究刑事责任，哪些
情形可从重处罚等。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罪的入罪标准是“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司法解释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六种情形：

致使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影剧院、运
动场馆等人员密集场所秩序混乱，或者采取
紧急疏散措施的；影响航空器、列车、船舶等

大型客运交通工具正常运行的；致使学校、医
院、厂矿企业、国家机关等单位的工作、生产、
经营、教学、科研等活动中断的；造成行政村
或社区居民生活秩序严重混乱的；致使公安、
武警、消防、卫生检疫等职能部门采取紧急应
对措施的；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

孙军工介绍，司法解释还规定了“致使
航班备降或返航；或者致使列车、船舶等大
型客运交通工具中断运行的”“多次编造、
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的” 等从重处罚的
五种情形，以及造成“3人以上轻伤或者1
人以上重伤”“妨碍国家重大活动进行”等
加重处罚的五种情形。

国庆将至莫把“诈弹”当儿戏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机场、车站、商场

等场所人员增多。专家指出，此时出台司法
解释不仅能够警示潜在的违法分子， 也再
次提醒公众增强法律意识，莫把“诈弹”当
儿戏。

“有的人出于各种目的谎称炸弹，比如
说无聊、好玩、报复心理等。他也许不清楚
会造成何种社会危害， 也不知道是否触犯
法律， 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武
汉大学刑法学教授莫洪宪说。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提醒
公众，要做到不造谣、不传谣，在享有言论
自由权利的同时，也要提高责任心，不通过
短信、 微信这些点对点的方式给朋友发布
一些虚假恐怖信息， 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
也不要将这类信息转发到公共网络上引起
不必要的恐慌。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谎称炸弹” 罪当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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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闻

■全国百家网站倡议：建设绿
色互联网，弘扬青春正能量

■“扫黄打非”部门严查严惩
少儿出版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绝
对领域》等非法出版物案件被查处

■全国114个城市668个点位
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

■山西芮城检察院副检察长
豪华嫁女被撤职

■孟买楼房倒塌事件已造成
61人死亡 （均据新华社电）

据新华社阿布贾9月29日电 尼日利亚
东北部约贝州一所大学29日凌晨遭疑似尼伊
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袭击，至
少造成40人死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 遇袭的农业大学位于
约贝州古日巴镇，距首府达马图鲁50公里。当
天凌晨1时左右， 一伙武装分子冲进学校，对
宿舍里的学生开枪扫射。

事发时学生正在熟睡，因而造成大量人员
伤亡。尼官方尚未公布伤亡数字，但来自医院方
面的消息说，至少40人在袭击事件中丧生。

尼日利亚一大学遇袭
至少40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