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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工作组
赴马里慰问

天下!综合 15

母亲偷鸡腿给患病女儿当儿童节礼物
办案民警深受感动发微信募捐，社会各界 " 小时捐款 "' 万

据新华社 经习近平主席和中央
军委批准，中国军队派出工作组于昨
日乘空军飞机赶赴马里加奥地区，代
表习主席和中央军委看望慰问执行维
和任务的中国官兵，做好遇袭伤亡人
员善后和救治工作，协调联合国马里
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和马里政府采
取切实措施，
确保维和部队安全，有效
执行维和任务。
工作组由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室
代主任苏广辉少将带队，成员由解放
军总医院的医疗专家和任务部队有关
人员组成。
中国将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维和
行动，
坚定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坚定维护世界和平。

侵害未成年人
将依法严惩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曹建明昨日在全国检察机关未成年
人检察工作 "# 年座谈会上强调，各级
检察机关要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
人犯罪，
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从快批
捕、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的各类刑事犯
罪，强化对此类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
外执行的监督，
形成高压态势，
保持震
慑效应。
曹建明表示，
要主动加强与公安、
审判和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配合，以
留守、
流动未成年人为保护重点，适时
开展专项打击行动。健全未成年被害
人关爱救助机制，特别是要重视探索
适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点的办案方
式方法，推行一站式询问、询问同步录
音录像制度，避免因司法办案尤其是
反复询问造成二次伤害。研究侵害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证据标准，着力解决性侵未成年人
等案件取证难、
审查难、
办理难问题。

! ! ! ! 据法制晚报 近日，
一则关于
“
‘最
心酸儿童节礼物’
妈妈偷鸡腿给生病女
儿”
一事的报道，
引起社会强烈关注。
! 月 "# 日晚，南京玄武公安分局
梅园新村警务服务站接到辖区一超市
报警，
称抓到一名小偷。值班民警潘警
官赶到现场后，
发现小偷是一名女性，
并在她身上搜出了被盗的一点杂粮、
一个鸡腿、
一本儿童读物。

女儿患病，丈夫离家出走
女子名叫刘金霞，育有一对双胞
胎女儿，
但肾脏都有问题。
她这次带着
其中一个病情比较严重的来到南京总
医院治病，
因为住不起院，
她只能让孩
子白天在医院打点滴，晚上租住在两
平方米的房子里。
因为肾脏问题，
孩子
需要吃杂粮，所以她就到超市偷点杂
粮，
还有 # 个鸡腿。
“为什么只偷一个鸡腿$”潘警官
问。刘金霞称女儿生病，
六一的愿望就
是吃一个鸡腿，而她兜里只有 ! 元钱。
“鸡腿是给孩子吃的，
不是自己吃。”
这

句话让潘警官特别感动。
刘金霞说，
因为两个孩子都有病，
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她老公受不了，
离
家出走，
再也没回来。她在老家种地，
一年收入就几千元，没有其他经济来
源。这次来南京给孩子看病，
已经几乎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由于她盗窃金额较少，
情节轻微，

超市经理也表示不追究，所以警方没
有对她进行拘留，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后就让她回家了。

社会各界迅速捐款 30万
“这是我从警以来遇到的最让我
感动的小偷。”潘警官将这件事发到
了微信朋友圈上，倡议大家给孩子捐

款捐物，
迅速得到了热烈响应，
“新浪
江苏”
联合
“天使妈妈基金会”也在微
公益平台上发起募捐。
据“新浪江苏”发布消息称，
“公
益捐款通道开通后，不到三个小时，
#%& 万人次捐款金额已超 "' 万元，成
为今年六一儿童节筹款最快的公益
救助项目。网友的捐款将全额拨付用
于孩子治疗及康复、营养费用。根据
医疗专家的评估，"( 万余元就目前
孩子病情来讲已暂够，所以我们暂时
关闭捐款通道；如果后续不够，我们
将根据医院评估继续开通。”
天使基金会也表示，善款会
#(()用到患儿身上，并已将善款拨
付至医院，用于孩子的治疗。同时，会
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公益平台更新救
助进展及救助反馈。
南京玄武公安分局梅园新村警
务服务站工作人员表示，刘金霞家庭
已收到社会爱心捐款，目前，其女儿
正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

西藏引种试种咖啡
未来打造咖啡
“藏字号”
据新华社 西藏林芝市察隅县
正在试种咖啡，目前已完成育苗且
长势良好。据了解，这是西藏农牧史
上首次正式引种试种咖啡，试种成
功后，将逐步在其他适宜地区推广
种植，
探索打造咖啡“藏字号”品牌。
察隅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
是
西藏重要的边境县之一，平均海拔
!"## 米，属喜马拉雅山亚热带湿润气

候区，
四季温和，
降水充沛，
日照充足，
无霜期长。
当地凭借特有的气候环境优
势，
成为西藏咖啡试种的首选地之一。
林芝市察隅县农牧局副局长达
瓦顿珠昨日介绍，根据自治区农牧
厅规划，当地下察隅镇沙玛村引进
了 $## 克云南小粒咖啡种，由自治
区农牧科学院以及海南省、云南省
等地咖啡种植专家全程指导当地农

户试种，试种面积 % 平方米。目前试
种效果良好，咖啡苗长势喜人。
咖啡的品质与其生长的环境息
息相关，
而小粒咖啡对气候环境的要
求更高。
“试种期间，
为避免冬季霜冻
天气影响咖啡生长，
届时农牧专家将
采取覆盖保温膜等一系列措施，
帮助
咖啡株安全越冬。”
达瓦顿珠说。
沙玛村村民扎西平措是此次参

与试种咖啡的农户之一，
整地、
浇水、
除草……严格按照专家的嘱咐，
悉心
照料咖啡幼苗。他说：
“咖啡是一种经
济价值很高的农作物，
希望试种成功
后，
能带动越来越多农户共同致富。
“未来，我们希望通过咖啡推广
种植，逐渐形成完整的咖啡产业链，
将
‘西藏咖啡’打造成知名品牌。”达
瓦顿珠充满期待。

打算瘦脸瘦腿的女士们注意
不当使用注射用 A型肉毒毒素可能危及生命
对环境违法行为
可索赔精神损失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江必新昨日表示，发现环境污染问题
以后要从严制裁，
加大制裁力度，不仅
要追究污染者财产赔偿责任，还要在
符合条件时赔偿精神损失。
江必新表示，守法成本高、违法成
本低是最高人民法院在环境资源法治
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据新华社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昨日发布消费警示，提醒
公众注意不正当使用注射用 * 型肉
毒毒素可能引起的健康风险。
近期，北京、上海、浙江、广东
等省（区、市）部分医院陆续收治了
一批因在非医疗机构注射不明物
质而紧急送治的患者，均有神经中
毒的特点。患者入院前，曾为瘦脸、
瘦腿等美容需求，在非医疗机构注

射过“肉毒素”。
为此，国家食药监总局提醒，不
当使用注射用 & 型肉毒毒素可能会
引起肌肉松弛麻痹，严重时可能会
引发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危及生
命健康的症状。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规定，药品
生产和进口企业应指定具有生物
制品经营资质的药品批发企业作
为 & 型肉毒毒素制剂的经销商；药

品批发企业只能将 & 型肉毒毒素
制剂销售给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 的医疗机构或医疗美容机
构，未经指定的药品经营企业不得
购销 & 型肉毒毒素制剂。消费者应
到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正规医疗机构或医疗美容机构进
行注射美容。
目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仅批准上市了两种注射用 & 型肉毒

毒素，分别为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生产的国产产品和 &''()*+,-.+)/+0
1(2341+'56)('+,7 生产的进口产品，请
消费者使用时注意辨别。
国家食药监总局同时公布了这
两种产品的经销商名单，要求医疗
机构或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向经药品
生产和进口企业指定的经销商采购
注射用 & 型肉毒毒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