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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虞瑜方）近日，一流窜
作案的盗窃团伙窜至白云街
某火锅店内疯狂实施盗窃。
接到报案后，我市警方仅用了
14小时就破获了这起盗窃案，
并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
案。

当天上午 9时许，白云街
某火锅店的工作人员发现门

店的锁被撬，店内收银台的抽
屉被破坏，里面的现金不翼而
飞，就连60多斤重的保险箱也
不见了踪影。接警后，中山路
派出所办案民警立即开展调
查工作。

当日13时许，办案民警通
过调阅监控视频及走访调查，
初步判定系一流窜盗窃团伙
所为，并锁定作案车辆和嫌疑

人身份。经过侦查，办案民警
发现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已经
逃至泰州市，于是马不停蹄赶
往泰州，搜寻嫌疑人的活动轨
迹，组织开展抓捕工作。当日
23时许，通过数小时的排摸布
控、守候伏击，办案民警在泰
州市某宾馆将薛某、刘某等 5
人成功抓获。此时，距接到报
案仅过了14小时。

经审讯，5 名犯罪嫌疑人
均为外地人，对当天凌晨窜至
我市某火锅店内实施盗窃的
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
悉，警方在成功破获该火锅店
盗窃案的同时，还带破相关外
市盗窃案 12 起，案值达 15 万
余元。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之中。

我市一火锅店凌晨被盗
14小时后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本报讯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单苑）如今，智能手
机已成了现代人生活中形影
不离的伙伴，不少人的手机
与银行账户直接绑定，手机
一旦被别人控制，往往很容
易造成财产损失。日前，市
法院受理了一起 14名被告人
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刑事
案件。

检察机关指控，2017 年
以来，被告人刘某、李某、
马某等人收集他人手机的串
号及电话号码，并委托他人
非法解锁以达到控制该手机
的目的。吴某、王某等人接
受他人委托，利用从他人处
购买、租赁、搭建钓鱼网
站，发送钓鱼短信等，骗取
他人苹果手机账号和密码，

通过登录苹果手机官方网站
将设备管理栏中相关设备进
行移除等方式非法控制他人
苹果手机，分别获利 6000 元
至12万元不等。

市检察院认为，被告人
刘某、吴某等 14人违反国家
规定，侵入计算机信息系
统，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
非法控制，其行为均已构成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
罪，遂向市法院提起了公诉。

目前，本案正在审理过
程中。

远程控制他人苹果手机
14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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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升义工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
力，11月29日，凤凰慈善邀请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对46名义工
进行了应急救护培训。图为义工现场模拟急救过程。

（记者 张敏 通讯员 储春良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敏）粉红
色的长方体造型，两平方米不
到的占地面积，扫码付款后就
能进入自行拍照并打印照片
……近日，在吾悦广场出现了
一种自助型“美拍屋”，因为拍

照体验与十几年前的“大头
贴”极为相似，在年轻市民中
掀起了一股“回忆杀”。

“拉开帘子，进入后拍
照，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大学时
代。”昨日，刚拍完照片从“美
拍屋”出来的市民刘女士笑着
说。她表示，这样的“美拍
屋”乍一看像极了消失已久的

“大头贴”，勾起了她对青春时
代的回忆，不由自主就想走进
去尝试一下。

记者进入“美拍屋”体
验，扫码付款后机器就出现了
很多照片场景的模板：与明星
合影、旅途风光、变脸萌拍等
五花八门，可以单人拍也可以
双人拍，自主选择并打印。然
而，当记者拿到打印好的照片
后却发现，美化的痕迹过于明
显，色彩失真，还不如手机软
件拍摄的效果好。不少尝试过

“美拍屋”的年轻市民和记者有
同样的感受，他们纷纷表示，
来这里拍照主要是“回忆尝
鲜”，再加上拍照的价格低廉，

他们很愿意为情怀买一回单，
至于下次是否会再来，成为回
头客，他们则异口同声表示：

“不会再来拍了。”
记者发现，由于“美拍

屋”的造型可爱，也引起了很
多孩童的注意，家长们偶尔也
会带着孩子一起进里面拍些照
片玩一玩，但有的还没有拍完
就离开了。

对于这种升级版的“大头
贴”，业内人士认为类似这种街
拍的模式目前还是一个不太成
熟的行业。“这应该属于一种娱
乐方式，顶多满足一下人们的
好奇心，或者引发一部分人的
回忆情怀，与拍照本身可能没
有太大关系。”某影楼摄影师认
为，如今手机自拍 App 十分强
大，市民们可随时随地拍出各
类想拍的照片，根本不愿局限
于某些呆板的模式中拍照，同
时打印也十分便捷，“如果追求
专业相片效果，市民会选择直
接走进影楼拍写真，做成影集
后更有利于保存回忆。”

“美拍屋”让市民为情怀买单
“回忆尝鲜”但不会成为回头客

图为吾悦广场内的“美拍
屋”。

记者 张敏 摄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即付报料
费（可线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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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潇 通
讯员 石吉法）11月30日，市长
跑协会在开发区跑友王小军的
翔龙汽车养护店正式挂牌，我
市广大长跑爱好者有了一个属
于自己的“家”。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已有
若干跑团，但还没有成立长跑
协会。“为了促进长跑健身氛
围，我们多次把丹阳的 11个跑
团团长召集起来，商讨成立长
跑协会一事，大家都很赞同，且
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市长
跑协会会长洪祝告诉记者，近
年来我市参与跑步健身和马拉
松赛事的市民越来越多，但他
们大多是单独行动，相互之间
的交流较少，跑步不应该是一
项孤独的运动，大家应该快乐
健身，“长跑协会成立后，我们
将积极开展各项长跑活动，组
织参加各类赛事，进一步繁荣
群众性体育活动。”

长跑爱好者何海云告诉记
者：“长跑协会的成立对我们跑
友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有了协
会的指导和培训，能减少运动
带来的损伤，让大家从运动中
获得健康。”另一名长跑爱好者
徐志毅告诉记者，协会成立后，
将会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加入到
长跑运动中来，大家一起通过
跑步健身，同时还能认识更多
的朋友。

长跑爱好者有了
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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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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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河内 12月 1日电 越
南外交部日前说，英国货车惨案
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已被运
抵越南，并移交亲属。

据越通社报道，首批 16 名

遇难者遗体 11月 27日由飞机运
抵越南首都河内，其余 23 名遇
难者遗体和骨灰于 11月 30日运
回。遇难者遗体和骨灰抵达河
内内排国际机场后，被移交给

其生前家乡所在省份代表，由
相关省份送回当地，交亲属安
葬。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裴青山
此前表示，为尽快让遇难者遗体

归国，越南政府将先行垫付所需
费用，遇难者家属可事后再将相
关款项交给政府。

英国警方 10月 23日在英格
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工业

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
现 39具遗体。越南公安部 11月
7 日发布公告说，越英双方确认
39名遇难者均为越南公民。

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30日电

一架单引擎飞机 11月 30日在美
国中部南达科他州坠毁，造成至
少9人死亡，其中包括两名儿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表声
明说，坠毁飞机是一架皮拉图斯
PC-12单引擎涡轮螺旋桨客机，
机上有12人。

南达科他州布鲁尔县官员
说，飞行员在坠机事故中死亡，3
名幸存者受重伤，正在医院接受
治疗。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架飞机
在起飞后不久失事，坠毁时当地
天气恶劣，气象部门已发出冬季
风暴警报。

目前，坠机原因还在调查中。

新华社莫斯科 11月 30日电

据俄罗斯媒体11月30日报道，俄
军日前首次在俄北极地区完成发
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试验。

塔斯社报道说，11 月中旬，
俄军米格-31K 型战机首次从俄
北极地区，向位于俄中部科米共
和国境内的片博伊靶场的地面目
标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导
弹速度达10马赫。

去年 5 月，时任俄国防部副
部长鲍里索夫对俄罗斯媒体说，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统具
有比同类导弹系统更远的射程，
可不受损伤地突破他国反导防空
系统，拥有强大战斗力。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系
统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及其
运载机米格-31K 型战机。目前
该发射系统正在俄南部军区参加
试验性战斗值勤。

法国外交部 11月 29日召
见土耳其大使，就土耳其总统
作出“不可接受”言论，要求土
方“给个说法”。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当天早些时候在
电视转播讲话中说：“我现在
告诉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
克龙，而且我将在北约这么
说，首先去检查一下你是不是
脑死亡了。”

埃尔多安质问：“要不要
把土耳其赶出北约，是你说了
算吗？你有这个权力做决定
吗？”

按照这名 64 岁土耳其总
统的说法，41岁的马克龙“太
嫩”。

法国外交部 11 月 29 日

说，已经召见土耳其驻法国大
使，要求对方就埃尔多安的言
论给出解释。法国外交部说，
埃尔多安的言论“不可接受”。

路透社援引马克龙一名
顾问的话报道：“这不是表达
看法，是侮辱。”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 11
月 7 日发表对马克龙的专
访。马克龙以土耳其和美国
为例，认定北约内部缺乏协调
合作，“正在经历脑死亡”。

就土耳其出兵叙利亚北
部打击库尔德武装，马克龙说
土方“在对我们利益攸关的地
区，未经协调发动进攻”。

马克龙 11月 28日与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延斯·斯
托尔滕贝格会晤，拒绝收回

“脑死亡”说法，且再一次把土
耳其“拎出来”。“我尊重我们
土耳其盟友的安全利益，”马
克龙说，“但是，（土方）不能一
方面说我们是盟友且要求团
结，另一方面发动军事干预，
造成既成事实，损害打击‘伊
斯兰国’的联合行动。”

土耳其认定叙利亚库尔
德武装是恐怖组织，后者先前
与美国军队一起在叙利亚与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作战。

今年是北约成立 70 周
年。北约峰会定于 12月初在
英国召开。法国总统府说，北
约峰会召开以前，马克龙将一
对一会晤多名领导人，包括埃
尔多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11 月 29 日对媒体说，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最好”不要
介入英国议会选举。

约翰逊当天对伦敦广播
公司电台说，作为盟友和朋
友，“我们传统上不介入对方
的竞选活动”，“对于像美国和
英国这般亲密的朋友、盟友来
说，最好不要介入彼此的选
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
国定于 12 月 4 日在英国首都
伦敦举行这一组织成立 70周

年特别峰会，特朗普预期出
席。另外，英国定于 12 月 12
日举行议会下院选举。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保守
党支持率大大领先。路透社
说，保守党高级官员担心，特
朗普到达伦敦后再度就选举
发声，从而影响保守党大好局
面。

特朗普曾与英国脱离欧
洲联盟党党首奈杰尔·法拉奇
评议英国选举。10 月 31 日，
在法拉奇主持的伦敦广播公
司电台一档谈话节目中，特朗

普接受电话连线。他称赞约
翰逊是“出色的人”，称法拉奇
与约翰逊各自领导的政党在
选举中联手将“势不可挡”，还
说如果工党党首杰里米·科尔
宾当选首相将是英国的悲哀。

特朗普对约翰逊的称赞
成为科尔宾攻击保守党的“弹
药”。科尔宾指认特朗普干预
英国选举，试图帮助约翰逊当
选，以便日后英国政府向美国
企业出售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的部分财产。

据欧联网援引欧联社报
道，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机场11
月 28 日晚被一片大雾笼罩，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搭乘
的飞机原定在此降落，却不得
不因天气原因改航前往另一
个机场。但没过多久，另一架
载着总统普京的飞机却在恶
劣天气下成功“盲降”。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集体
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峰会
28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凯克举行。当天，吉尔吉斯
斯坦首都机场被大雾笼罩且
湿度较大，载有俄罗斯国防部
长绍伊古的飞机，决定放弃尝
试在恶劣天气条件下降落，随
即改道前往另一个机场。

报道指，稍晚时候，载有俄
罗斯总统普京的伊尔-96-300
总统专机靠近吉尔吉斯斯坦
首都机场。当时，机场工作人
员还为普京专机上的飞行员
提供了改道前往邻国哈萨克
斯坦阿拉木图的路线选择。
但由于两座城市相距约 235
公里，对于在集安组织峰会上
日程繁忙的普京来说，这条路
实在是太绕了。

普京专机上的飞行员告
诉机场的工作人员，飞机准备
着陆。俄罗斯新闻网援引一
位机场消息人士的话描述说，
尽管当时雾很大，但总统普京
的专机依然做到了精准着
陆。随后，克里姆林宫也证实
了上述消息。

今日俄罗斯还援引经验
丰富的前苏联航空部副部长

奥列格·斯米尔诺夫的话说，
这名机长做出“盲降”的决定，
并没有危及到总统普京等机
上人员安全。斯米尔诺夫表
示，俄罗斯总统的专机配备了
最先进的导航设备，可以在自
动模式下进行盲降。飞行员
均接受了相关的专业训练。

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1 日电

一辆旅游大巴1日在俄罗斯外贝
加尔边疆区坠桥，目前已造成 19
人死亡、22人受伤。中国驻伊尔
库茨克总领馆说，据俄方了解到
的初步情况，涉事旅游车上没有
中国乘客。

据塔斯社援引俄紧急情况
部的消息报道，这辆从斯列坚斯
克开往赤塔的旅客大巴在通过
一座距始发站约 60 公里的桥梁
时突然失控，冲断护栏坠落在干
枯的河床，事发时车上共有 44
人。初步统计显示，事故已造成
19人死亡、22人受伤。

俄紧急情况部的消息说，当
地紧急情况部门出动了 30 人进
行救援，并从大巴中解救出部分
被困人员。当地医疗救助机构
动用直升机运送伤员。

当地交警部门称，大巴失控
原因为车辆前轮爆胎。当地检
察机关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进
一步调查。

马克龙“遭辱”

法国召见土耳其大使“要个说法”

英国货车惨案：

全部遇难者遗体和骨灰运回越南

约翰逊喊话特朗普：别插手英国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飞机。

日程繁忙不愿绕路

普京专机大雾中成功盲降目的地机场

俄旅游大巴坠桥
已致41人死伤

美一单引擎飞机坠毁
至少9人死亡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
会 11 月 29 日要求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7天内答复，他的律师是
否将出席总统弹劾听证。

司法委员会主席杰罗尔德·
纳德勒当天向特朗普发出2页公
开信，要求后者在美国东部时间
12月 6日 17时以前回复，他的律
师是否出席后续弹劾听证会并
具体说明将采取哪些举措。

依据程序，特朗普方面可以
要求传唤证人、提出证据和出席
听证会。

司法委员会拟举行一系列
弹劾听证，包括 12月 4日的首次
弹劾听证，法律专家届时将依据
宪法就弹劾事宜作答，包括讨论
以什么罪名弹劾总统。司法委员
会先前要求特朗普12月1日18时
以前回复，他或他的律师是否出席
12月4日的那一场听证。

多家媒体报道，首次弹劾听
证显示总统弹劾调查进入“新阶
段”，但特朗普不是必须出席听证。

纳德勒 11月 29日向司法委
员会共和党籍议员提出相同“期
限”，即在12月6日17时以前提出
希望传唤哪些证人、提交哪些证
据，12月 9日就上述事宜开会讨
论。只是，美联社报道，纳德勒有
权否决共和党籍议员提出的证人
人选。共和党人先前说，希望民主
党总统竞选人乔·拜登的儿子亨
特·拜登和一名情报官员出面作
证。那名情报官员先前检举，特朗
普7月25日与乌克兰总统弗拉基
米尔·泽连斯基通电话，以军事援
助为筹码，要求乌方调查和收集拜
登父子关联乌克兰的“黑料”。

美国会要求特朗普
答复是否派律师出
席弹劾听证会

俄军首次在北极地区
发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新华社巴格达 12 月 1 日电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
国民议会1日在特别会议上投票批
准总理阿卜杜勒-迈赫迪辞职。

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援引国民
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哈布希的话
说，议会将根据伊拉克宪法第76条
通知总统提名新总理候选人。

议会批准阿卜杜勒-迈赫迪辞
职后，现政府将成为看守政府，总
理和各部部长暂时留任直至组建
新政府。总统在议会最大党团中
提名新总理候选人，该候选人在任
职30日内完成组阁，并提交议会批
准。

阿卜杜勒-迈赫迪曾于11月
29日表示，他将向国民议会递交辞
呈，以回应伊拉克什叶派最高宗教
领袖西斯塔尼的呼吁和示威者的
要求。11月30日，阿卜杜勒-迈赫
迪正式向伊国民议会递交辞呈。

自 10月起，伊拉克多地爆发
示威抗议活动，抗议政府腐败、服
务不力及高失业率。伊拉克总统
萨利赫10月31日宣布，当局正着
手制定新选举法并改组选举委员
会，待相关工作完成后，他将批准
提前举行国民议会选举。

伊拉克国民议会
批准总理辞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