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波哥大消息院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一座购物中心 员苑日发
生爆炸袁现已造成至少 猿人死亡尧怨人
受伤遥 波哥大市长恩里克窑佩尼亚洛
萨称袁爆炸为恐怖袭击遥
据报道袁 爆炸发生在波哥大北部

安迪诺购物中心二层的一间盥洗室
内遥爆炸威力巨大袁产生大量浓烟遥事
发时袁购物中心内人员较为密集袁很多
顾客为第二天野父亲节冶准备礼品遥
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发文袁 对这起

爆炸事件表示野最强烈谴责冶袁向遇难者
和伤者的家属表示慰问袁 并责成警方展
开彻底调查遥

初步调查显示袁 爆炸物被事先放
置在盥洗室内遥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
个人宣称与此次爆炸事件有关遥
当地媒体认为袁反政府武装野哥伦比

亚民族解放军冶可能是此次爆炸主使遥

据新华社电 18日凌晨袁 从法国
巴黎飞往中国昆明的东航MU774航
班在飞行途中突遇气流颠簸袁经初步
核实机上旅客有 26人受伤遥 目前航
班已安全落地昆明袁伤员已被送到云
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尧昆明市延安医院
救治袁均无生命危险遥

据多名旅客讲述袁该航班 17日从
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袁18日近 9时抵
达昆明机场遥 引发事故的气流颠簸发
生在 18日凌晨 3时左右袁包括两次剧
烈颠簸和多次小的颠簸袁前后持续 10
多分钟遥 气流颠簸导致不少乘客头
部尧肩部碰撞到行李架等处袁有行李
架被撞破裂损坏袁还有行李滚落砸到
一些乘客遥
据了解袁 目前所有伤员生命体征

平稳袁伤势较重的分别为颅底骨折尧颈
椎损伤尧肩胛骨骨折尧头皮裂伤等袁其
他伤员多为软组织挫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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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国际旅游岛商报传媒营运中心

今日接稿 明日见报 花小钱办大事

上门服务 刊登广告 法律有效

广告热线院0898-66200119
办理地址院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新埠大道
3号西苑路海商报业产业园区办公楼

财务咨询公司
工商注册，税务代理，财务记帐、申报、年检、
法人、股东变更、审计、验资、公司注销等。
章小姐院18789263950

如虹财税
税务尧 财务尧 房地产业务咨

询尧税务鉴证尧纳税筹划袁公司注
册尧变更尧注销袁代理建账尧整理乱
账尧企业重组尧合并尧分立遥
13518819507尧13907688316
地址院海口市世贸中心 E 栋 1104 房

维 权

法律咨询电话院18417173535
法学博士维权 欢迎在 叶国际旅游

岛商报曳刊登夹报业务遥
垂 询 热 线 院66206080

广聚会计公司
会计记帐，工商注册，税务办证及变更，
减免税，验资，审计，资产评估，各类资格
证，许可证，房地产类咨询服务 远愿缘缘苑园员员
海口市国贸大道海南中机大厦九楼 911室渊即 CMEC大厦冤

工商注册 年检 税务 做帐
蓝天路 66662131 18976579996

建筑劳务资质 房地产资质

据中新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日前表示袁家
事审判应宣德扬善尧淳风化俗袁通过
家德家风建设促进公德民风建设遥 要
弘扬家庭美德袁对于重婚尧家暴尧婚内
与他人同居尧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等
严重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行为袁应依
当事人请求判决过错方承担赔偿责
任袁做到野赔当其过冶遥

记者从最高法获悉袁6月 13日至
16日袁杜万华带领最高人民法院和全
国妇联联合调研组袁分别到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尧 长沙和岳阳部分中基层
法院调研家事审判和未成年人尧妇女尧
老年人权益保护等工作袁 并听取各界
对编纂民法分则亲属编的意见建议遥

杜万华称袁 家事审判应宣德扬
善尧淳风化俗袁通过家德家风建设促进
公德民风建设袁 通过社会主义新型家
庭关系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关系建设袁
通过维护家庭成员整体利益最大化实
现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全面发展遥
他强调袁 各地人民法院要在继承

父慈子孝尧夫敬妻爱尧兄友弟恭等中华

传统家庭美德的基础上探索新时期家
庭成员行为规范袁 着力解决当前部分
家庭成员行为失范导致的家庭纠纷频
发问题曰要弘扬家庭美德袁对于重婚尧
家暴尧婚内与他人同居尧虐待和遗弃家
庭成员等严重违背家庭伦理道德的行
为袁 应依当事人请求判决过错方承担
赔偿责任袁做到野赔当其过冶曰要注意维
护家庭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袁 让家庭成
为家庭成员和衷共济尧 协力共建的坚
固堡垒袁而非朝合夕散尧各顾自我的临
时搭伙遥

此外袁杜万华称袁要坚持夫妻之
间权利与义务尧责任相统一原则袁维护
夫妻共同财产制基础上共同责任制袁
强化家庭共同生产生活的物质基础袁
维护家庭稳定和交易安全曰 要适当把
握离婚自由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袁
对于拒不抚养未成年子女尧 赡养老年
人的离婚案件当事人袁 应强化其义务
承担遥
座谈中袁 杜万华还强调要深入学

习叶民法总则曳袁注意甄别符合社会公
德尧善良风俗的习惯袁以之作为处理民

事纠纷的依据袁将宗教教规尧封建陋习
以及侵害人基本权利的村规民约尧社
会陋习排除在习惯之外袁 坚持政教分
离尧维护公序良俗曰要依法严厉打击虚
假诉讼袁维护诉讼诚信遥对于妨害民事
诉讼的行为袁杜万华称袁应依照叶民事
诉讼法曳予以处罚袁对于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袁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袁妨
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行为袁 应将当事人涉嫌犯虚假诉
讼罪的线索移送侦察机关袁 绝不能让
审判庭成为虚假诉讼的温床遥

最高法院严重违背家庭伦理道德行为 过错方要做到野赔当其过冶

婚内与他人同居 过错方应赔偿

美国海军称袁被发现的遗体已被送到位
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军医院接受身份确认遥

据当地媒体此前报道袁美军已找到在
此次事故中失踪的野菲茨杰拉德冶号全部 苑
名船员的遗体遥美国海军在这份声明中并
未透露已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具体数字遥

当地时间 员苑日凌晨 员时 猿园分左右袁
返回驻地横须贺港途中的 野菲茨杰拉德冶
号驱逐舰袁与一艘菲律宾籍货船在横须贺
港西南方向 员园园公里近海处相撞遥 事故造

成野菲茨杰拉德冶号舰体右侧大幅损坏袁舰
内部分区域发生渗水遥 除 苑 名船员失踪
外袁美军军舰上还有包括舰长在内的 猿人
受伤遥 菲律宾货船方面暂无人员伤亡报
告遥 日美双方正在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
查遥

野菲茨杰拉德冶号驱逐舰全长 员缘源米袁
满载排水量为 愿园园园吨遥 与其相撞的菲律
宾籍货船全长 圆圆圆援远米袁满载排水量为 圆援怨
万吨遥

李典是长沙县大元中心小学
六年级学生遥 10日凌晨 3时袁长沙
梨街道高峰社区龙华小区袁李典一
家被楼下的吵架声惊醒遥她的父亲
李鑫全推开窗户一看袁原来有两伙
人在打斗遥身为社区城管工作人员
的李鑫全下意识地抓起一件衣服
就下楼了袁 李典不放心跟了下去遥
原来袁 两伙人喝醉酒发生了冲突遥
李鑫全下楼后袁 见两伙人已经散
了袁便准备上楼休息遥 就在他折回
楼道时袁几道黑影冲了出来袁挥刀
在他身上乱砍袁还嚷道院野没想到还
有救兵袁看我怎么打死你浴 冶

李鑫全没有防备袁 被砍倒在
地遥 一名歹徒压在李鑫全身上袁手
持尖刀捅向李鑫全胸口遥千钧一发
之际袁李典使出浑身力气袁一头撞
向那个压在父亲身上行凶的人袁刀
没落在父亲身上袁却直接砍在李典
的左手臂上遥小女孩凭着惊人的毅
力袁用没有受伤的右手推开另一个
正在行凶的人遥歹徒们被李典的凛
然正气震慑袁同时见周围群众拿着
木棍赶来袁仓惶逃离遥

父女俩被救护车送往就近的
长沙市中医医院救治遥主治医生黄
臻说袁 李典左手臂那道刀口长约

12厘米尧深约 8厘米袁骨头都露出
来了袁伤口缝了 10多针遥被推出手
术室后袁李典的第一句话是院野爸爸
怎么样了钥冶李典挡下那一刀袁救了
父亲的命遥 经检查袁李鑫全全身多
处划伤袁左胸下部有两个约 3厘米
的伤口袁离心脏很近遥几天后袁李典
的老师和同学们去看望她遥同学们
问院野典典袁你为什么会突然冲上去
为了你父亲挡上一刀钥 难道不怕
吗钥 冶李典腼腆地笑了笑说院野我当
时什么都没想袁 只想去保护我父
亲遥冶长沙县警方透露袁目前已锁定
行凶者袁正在全力抓捕中遥

湖南 12岁女孩为父挡刀勇斗歹徒
当时只想着保护父亲 长沙警方锁定行凶者

据长沙晚报 眼看尖刀就要刺进父亲胸口袁12岁的女孩李典奋力扑向歹徒袁 挥手
挡下这一刀噎噎16日袁在湖南长沙市中医医院渊长沙市第八医院冤骨伤科病床袁左手臂
包着纱布的李典说院野我当时什么都没想袁只想去保护我父亲遥 冶

购物中心爆炸
至少 3人死亡
系恐怖袭击

哥伦比亚

美国驱逐舰
撞上菲籍货船
军舰右侧大幅损坏 造成 7死 3伤

东航巴黎至昆明航班

飞行遇气流颠簸
机上 26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日本媒体 员愿日援引美国海军的一份声明说袁美
国海军野菲茨杰拉德冶号驱逐舰 员苑日在日本附近海域与菲律宾
籍货船相撞后袁美军潜水员已在军舰被撞区域找到数具遗体遥

银遭受撞击的美海军野菲茨杰拉德冶号驱逐舰

银遭受撞击的菲律宾籍货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