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民航招飞体检将放宽对视力的
要求，裸眼远视力由0.3放宽至0.1，且近
视低于450度、远视低于300度的学员在
经过激光手术后也允许报考飞行员。据
悉，最新《民用航空招收飞行学生体检鉴
定规范》9月10日正式实施。

据民航医学中心鉴定所专家解读说，
招飞新标准在眼科、内科、外科、五官科等
方面均有调整和变化，但无疑眼科放宽标
准对学员影响最大。之前视力不达标及
屈光度超标高居招飞体检淘汰率第一位，
放宽对视力的要求后，符合招飞要求的学
生生源群体占比由28%扩至约84%。

旧标准规定：“任何一眼裸眼远视力
应达到0.7或以上，双眼远视力应达到1.0
或以上”。同时规定，任何一眼裸眼远视
力低于 0.7，但裸眼远视力不低于 0.3，矫
正视力不低于 1.0，且屈光度不超过±
3.00D(300 度近视)或散光两轴相差不应
大于2.00D；屈光参差不应大于2.50D，也
可视为合格。

新标准规定则明显放宽了标准，“任
何一眼裸眼远视力应达到0.7或以上，双
眼远视力应达到 1.0 或以上”是一样的。

除此外还规定，如任何一眼裸眼远视力
低于 0.7，但同时裸眼远视力不低于 0.1，
矫正远视力不低于 1.0。屈光度不应超
过-4.50D—+3.00D(近视低于 450 度、远
视低于300度)范围，而对于“散光两轴相
差不应大于 2.00D；屈光参差不应大于
2.50D。”的要求与原标注一致。

此次还有条件的接受角膜屈光手术
的人员进入民航飞行员队伍。旧标准规
定：“不应为角膜屈光术后”。新标准规
定：“接受角膜屈光手术后至少满 6 个
月，同时还提出要求：“角膜屈光手术时
年满 18 周岁；手术前屈光度不应超过-
4.50D—+3.00D(近视450度、远视300度)
范围，同时不伴有其他相关病理性改变；
手术方式为利用准分子激光或飞秒激光
进行的表层或板层角膜屈光手术；手术
眼裸眼远视力不应低于0.9，双眼裸眼远
视力不应低于 1.0，屈光度保持稳定；任
何一处角膜厚度不应小于 460 μm；双眼
视功能正常；无明显的眩光、干眼、雾状
混浊等手术后并发症或后遗症；且具有
原始完整的术前检查资料和包括手术切
削参数的手术记录。”

民航招飞放宽裸眼远视力
取消身高腿长等要求

昨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公开宣判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
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被
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26人集资诈骗、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宣判：对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判处罚金
人民币18.03亿元；对安徽钰诚控股集团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1 亿元；
对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重金属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50万元，罚金人民币1亿元；
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
万元。同时，分别以集资诈骗罪、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
境罪，对张敏等24人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至 3 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及
罚金。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安徽钰
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于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间，在不
具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通
过“e租宝”“芝麻金融”两家互联网金融
平台发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
人债权项目，包装成若干理财产品进行
销售，并以承诺还本付息为诱饵对社会
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非法吸纳巨额资
金。其中，大部分集资款被用于返还集
资本息、收购线下销售公司等平台运营
支出，或用于违法犯罪活动被挥霍，造成
大部分集资款损失。此外，法院还查明
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丁宁等人

犯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
越国境罪的事实。

案发后，公安机关全力开展涉案资
产追缴工作。截至目前，本案已追缴部
分资金、购买的公司股权，以及房产、机
动车、黄金制品、玉石等财物。现追赃挽
损工作仍在进行中，追缴到案的资产将
移送执行机关，最终按比例发还集资参
与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二
被告单位及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等10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
行非法集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被告人王之焕等 16 人违反国家金融管

理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已
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二被告单位
以及丁宁、丁甸、张敏等 26 名被告人的
非法集资行为，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造成
全国多地集资参与人巨额财产损失，严
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犯罪情节、后
果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予以严惩。法院
根据二被告单位、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
述判决。

各被告人的亲属、部分集资参与人、
相关使馆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
闻记者及各界群众代表等 80 余人旁听
了宣判。

“e租宝”案公开宣判
丁宁等26人获刑，涉案两公司被处罚金19.03亿元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央视

福建14年前“杀人案”
5名被告人改判无罪

昨日上午，福建宁德“杀人凶手”缪新
华及他的4名家人，在案发14年之后，终
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改判无
罪。此前法院认定缪新华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4名家人则被认
定助其分尸或藏尸，犯包庇罪，分别获刑3
至8年不等。

缪新华卷入的案件发生在 2003 年 4
月 6 日。彼时福建省宁德市双城镇一名
杨姓女子遭杀害、分尸，其前男友缪新华
进入警方侦查视野。2005年8月，宁德中
院判处缪新华死刑，4名家人刑期被增加
到3至8年不等。2006年，福建省高院二
审改判缪新华死缓，其家人刑期不变。入
狱服刑的缪新华及家人此后开始不断申
诉。

在二审判决里，缪新华是这样杀死了
前女友杨某：案发当天，缪新华与杨某发
生争执，随后用右手掐住杨某脖子，致其

机械性窒息死亡；此后，缪新华的父亲、二
弟用菜刀、砧板等将杨某分尸。接着，他
们与缪新华三弟、叔叔一起，将装有尸块、
被害人衣裤等物的塑料包装袋运至一处
废旧房子抛弃。

缪新华的申诉律师毛立新告诉记者，
案件存在不少疑点。例如，该案被认定的
作案工具未被警方发现人的血液成分，缪
新华等人供述的现场也未检出杨某的血
迹。此外，所谓抛尸现场、抛尸用的塑料
袋均没提取到缪新华等人的脚印、指纹等
痕迹。

“口供的合法性、真实性也是很大问
题。”毛立新说，“综合分析，全案没有能够
直接指向当事人的物证。”

2016年，福建省高院对缪新华申诉一
案立案复查。2017年7月，缪新华在狱中
收到了再审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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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

每年新生缺陷儿90万
专家呼吁加强婚检孕检

昨日是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我
国每年新生缺陷儿约90万例，专家呼吁，
加强婚前孕前检查，控制出生缺陷。

婚检是预防出生缺陷的第一道防线
病，目的是检查准新人是否存在影响生育
及后代健康的疾病。2003年取消强制婚
检以来，婚检率下降到目前的不足10%，
新生儿出生缺陷10多年间翻了一倍。专
家建议，自觉接受婚检。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高龄孕妇
大量增加，围产期出生缺陷总发生率呈上
升趋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副主任 孙
瑜说，预产期在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产妇，
发生唐氏综合征的风险是三百五十分之
一。但是一个 25 岁的产妇，发病率只有

两千分之一。
专家提醒：孕妇远离烟酒和有毒有害

物质；不偏食，科学补碘补叶酸，合理控制
体重；防止孕早期感染，在医生指导下使
用药物；定期接受孕期保健和产前筛查。

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师 刘
志肖说，比如孕前需要检查是否有感染病
毒，孕期以后做一些唐氏综合征筛查也是
必要的，包括出生以后进行检查。有些代
谢病可以预防的，比如吃一些特殊的食
品，补充一些维生素。

精准医学的发展，为防治出生缺陷带
来希望。《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提出，
到2020年，孕前健康检查率、产前筛查率
分别达80%和60%以上，新生儿及儿童残
疾筛查率达85%以上。

庭审现场

凭照片就能配钥匙？
专家提示丢了钥匙一定要换锁心，不给歹人可趁之机

近日，一则“将硬币和钥匙一起拍照后果很严

重”的视频让不少人看得心惊胆战，通过钥匙和硬

币的一张照片就能复制钥匙吗？有着20年开锁经

验的专家告诉记者，其实大家大可不必担心，对于

B级锁心以上的钥匙，想要通过一张照片来进行复

制，不太可能。

这段视频是一外国人拍摄的，在
视频中，实验者将一枚硬币和一把钥
匙放在白纸上进行拍照，然后再将照
片传入电脑中进行打印，就这样，钥匙
的轮廓被“拓”了下来。而通过旁白，
记者得知，实验者之所以要在钥匙旁
边放硬币，就是通过这样的硬币的比
例来确保钥匙的精确度，只要将照片
中硬币的尺寸调整到实际生活中硬币
的大小，那么钥匙也就和实际生活中
的相差无几了。然后再使用相应的材
料对照片中的钥匙进行复制，被复制
下来的钥匙能够轻易打开和原先钥匙
配套的锁。记者注意到视频中所复制
的钥匙是最简单的一字锁钥匙，并不
新鲜。

无独有偶，今年丰台检察院受理
了这样一起案件。犯罪嫌疑人王某捡
到同事宋某的钥匙后，通过网络配制

了钥匙，并3次进入宋某家盗窃。去年
12 月的一天，被害人宋某将包括家门
钥匙在内的一串钥匙丢在公司车间的
卫生间，他便用妻子的钥匙重新配制
了新钥匙。而实际上，宋某遗失的钥
匙被其同事王某捡走了。王某想到能
用钥匙进入被害人家中偷点东西，但
是又担心一大串钥匙被人发现，便想
单独配一把钥匙。于是王某用手机对
被害人的房门钥匙进行了拍照，后将
钥匙照片发送给网店，大约一个星期
之后，王某收到了装有钥匙的快递。
之后，王某利用配制的钥匙两次进入
被害人宋某的暂住地实施盗窃行为。
宋某发现家中两次被盗，便在房屋内
安装了摄像头。王某实施第三次盗窃
的整个过程都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
随后宋某报警。

疑惑：使用一字锁的要注意 锁具专家李师傅告诉记者，几天前
他就关注了通过照片就能复制钥匙的信
息，并对此进行了实验，结果发现，要想
通过照片来复制钥匙，难度极大。“B 级
以上的钥匙要想通过一张照片来进行简
单复制，这对配锁人员的技术要求比较
高。”李师傅说，他比对照片对B级钥匙
进行过复制，并没有成功。

释疑：B级以上的钥匙无法复制

尽管B级以上的钥匙仅仅通过照片
复制比较困难，但是李师傅也提醒，如果
丢了钥匙，一定要更换锁心。“我经常遇
到一些客户丢了钥匙，其实很多时候他
们是将钥匙落在了门锁上，这样就给了
不法分子以可趁之机。”李师傅说，当人
们遗忘钥匙插在门上后，一方面透露了
自己家庭住址信息，另一方面也给不法
分子提供了复制钥匙来进行盗窃的机
会。因此，丢了钥匙一定要换门锁。

提醒：钥匙丢了一定要换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