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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2016~2018年， 全国检察机

关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

骗罪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势。 其

中2018年， 起诉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犯罪案件被告人15302人，起诉涉嫌

集资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1962人。

据了解， 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积极参加互联网金融风险

专项整治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不断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

诈骗等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

度，办理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

案件，2016年起诉14745人，2017年起

诉15282人，2018年起诉15302人；办理

涉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2016年起诉

1661人，2017年起诉1862人，2018年起

诉1962人。

最高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从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情

况看，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呈现高发多

发态势， 特大规模非法集资案件不断

增多；犯罪手段不断翻新，欺骗性和迷

惑性增强， 一些违法犯罪分子以金融

创新为名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涉案公

司也从层级简单的“作坊式”组织向现

代化企业模式转变， 具有金融专业背

景的涉案人员明显增多； 利用互联网

实施非法集资犯罪较为普遍， 危害后

果更趋严重；追赃挽损难度进一步加

大。

据介绍， 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

关着力办理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加强

组织领导， 强化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督

办指导， 及时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释

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 完善专业化

办案机制，加强以案释法做好法治宣

传教育工作，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打击

合力。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

悉， 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

响，昨日

（初六 ）

，大范围雨雪天气仍将

持续，可能会影响公众假期返程。

中央气象台预计，昨日，陕西东南

部、川西高原、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

江淮、江汉、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

地有小到中雪或雨转雪

（雨夹雪）

，部分

地区有大雪； 贵州东部等地局地有冻

雨；今日雨雪天气有所减弱。 未来一周

左右，江南、华南、重庆、贵州等地持续

性阴雨，雨量以小到中雨为主，江南南

部、华南西部等地局部有大雨。

此前，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

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降小到

中雪，陕西中部、山西南部等地部分地

区大雪；西藏南部降中到大雪；安徽中

南部、湖北东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北

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雪

（雨）

或雨夹雪。

气象专家提醒，持续性雨雪天气将

对春运返程造成较大影响，请公众及时

关注所乘航班和车次信息。

据新华社曼谷电

据中国驻泰国宋

卡总领馆昨日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

游客的快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

停泊油轮相撞， 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

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返

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吉两所医院接

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有6人

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 其余5人住院观

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领

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望

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警

方、 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

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

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

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昨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普

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所

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

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旅游。

据新华社电

天文专家介绍，今日，

夜空将上演“火星合月” 的美丽天象。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

即可看到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相

互辉映、齐放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星，

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化，而且

在天空中运动，有时从西向东，有时又

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人迷惑，所以我

国古代叫它“荧惑”，有“荧荧火光，离离

乱惑”之意。而在西方古罗马神话中，则

被喻为身披血色战袍的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白

羊座，日落时位于西南方天空，约于23

时12分落下，亮度1.0等，前半夜可见。 ”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文学学会理事赵

之珩介绍说，11日日落后， 一弯正月初

七的“上弦月”挂在西南方天空，在月亮

右边不远处，有一颗红色星星，这就是

火星。“红色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在苍

穹中深情相对，上演‘星月童话’，为早

春的夜空平添几分情趣。 ”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

远镜看得很清楚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

公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火星合

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星看起

来呈现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美丽。 ”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曾祥龙）

昨日记者从省公安

厅获悉， 1 月 30 日下午， 河源交

警高速一大队教导员邬艺平在高速

路热水互通路段上的临急处置， 用

奔跑挽救了 20 多个生命。

1 月 30 日 15 时 55 分， 一小车

在热水互通路段因错过出口， 紧急

刹车停在超车道上， 后方 3 辆小车

因刹车不及时追尾， 造成轻微碰

撞， 没有人员受伤， 这本是春运期

间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故。

但是， 这 4 辆车上 20 余人因

为车损责任问题， 直接下车在高速

超车道上争吵， 正在高速巡逻的邬

艺平带队经过这里， 第一时间跑下

警车截停车流， 全程用奔跑的方式

快速引导 4 辆事故车辆移至路肩，

避免了二次事故的发生。

邬艺平作为多年的老交警第一

反应就是安全， 他全程都用奔跑的

方式处理这起事故， 而车上的 20

余人，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就在身

边， 居然为了车损和责任问题， 在

滚滚车流的超车道上理论， 这种情

形着实让邬艺平捏了一把汗， 所幸

最后有惊无险。

河源交警提示， 在高速公路上

行车， 路遇交通事故、 车辆故障等

问题， 应该第一时间把车辆移至道

路路肩， 并打开双闪灯， 在车辆后

方 150 米放置警示标志， 并拨通求

助电话。 在等待救援的时候， 车上

人员应撤离到护栏外， 切记不可在

车上等待， 或随意下车在高速路边

等待， 否则轻微事故容易引发二次

事故。

信息时报讯

台湾花莲昨日发

生飞行伞坠落意外， 造成一名台湾

教练死亡、一名大陆游客受伤。

当天上午， 台湾一名王姓飞行

伞教练带着一名大陆游客在花莲万

荣乡明利村山区飞行时发生意外。

警方表示，当天上午8时38分获

报，明利村山区发现飞行伞失事。救

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 王姓教练

有坠落伤，当场失去生命迹象；另一

名男性陆客意识清醒，称腰椎疼痛。

两人都被紧急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

凤林分院救治。

记者当天中午致电医院时得

知，王姓教练送医后宣告不治，受伤

陆客仍在治疗中，暂无生命危险。

失事原因仍在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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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陕西渭南市突降大雪，图为交警在疏导交通。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