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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托老
●失能老人病人医养护84386875

声明·公告
●成都市暨灵管业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3023338、法
人莫兴海私章编号：51010030233
39，均遗失作废。
●金牛区米兰达服装经营部（注
册号：510100600283382）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公章遗失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炜叶园艺场在中
国工商银行成都市郫都区安德支
行开户许可证遗失作废, 核准号
J6510050499302,特此声明。
●姓名： 冯维亮； 身份证：5113�
25197909162412； 注册证号：51�
1216010904；执业单位：成都市明
宏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温江区涌
泉街办花土路珍宝药店， 执业药
师注册证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市蜀之宁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税务登记证（川税字5101070�
50098501号）正副本遗失作废。
●金堂县艺帆建材经营部开户许
可证账号431230100100053702，
核准号J6510087752101， 开户银
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金堂支行遗失作废。
●金牛区川容五金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副本（注册号5101066013446�
48）,税务登记证正副本遗失作废

●圣戈班磨料磨具（上海）有限
公司成都办事处营业执照 （工
商注册号510100500041917）正
副本遗失作废。

为您服务
收费标准：10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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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新材（002290）4月11日早间
公告称，据公安部门通报，公司实控人
张伟涉嫌黑社会犯罪被深圳市公安机
关执行逮捕，目前案件正在侦查过程
中。中科新材昨日早盘以跌停开盘，截
至发稿跌幅约8%。中科新材表示，公
司实控人未在公司任职，相关事项不
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 月10 日，深圳市公安局在官方
微博发布通告称：近日，我局打掉了以
深圳中科创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张伟（男，46岁）为首的涉黑犯
罪集团。经检察机关批准，张伟、韩作
纪、王栋等44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以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
及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
罪、虚假诉讼罪、诈骗罪、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罪等被执行逮捕。

经查明，该涉黑犯罪集团通过架
设“88财富网”网络融资平台，虚构投
资项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获得巨额
资金后再用于高息放贷牟利，并采取
摆场收数、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暴力
手段逼迫催收，还通过制作虚假银行
流水、空白债务确认书、以贷平贷等方
式，利用虚假诉讼强迫债务人偿还债
务。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中科新材实控人
张伟涉黑被逮捕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公安机关推
出 10 项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新举
措，包括驾驶考试等5类业务“异地通
办”和车辆抵押登记等5项服务“便捷
快办”。新举措将于6月1日起推行。

在“异地通办”方面，一是小车驾
驶证实现“全国通考”，申请人可以凭
居民身份证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地申领
小型汽车驾驶证，无需再提交居住登
记凭证；二是分科目考试实现异地可
办，申请人报考小型汽车驾驶证已通
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因工作、学习、生
活等原因居住地变更到外地的，可以
申请变更考试地，继续参加剩余科目
考试，减轻往返考试负担。

同时，大车驾驶证实现省内异地
申领，对省（区）内异地申领大中型客
货车驾驶证的，申请人可凭居民身份
证直接申请，无需再提交居住登记凭
证；车辆转籍实现异地可办，将车辆转
籍信息网上转递试点城市由 15 个扩
大到 120 个，车辆在试点城市间转籍
的，可以直接到车辆迁入地申请，不再
需要到迁出地车管所提取档案、查验
车辆，减少群众两地间往返；摩托车检
验实现“全国通检”，在已推行汽车全
国通检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开摩托车
跨省（区、市）异地检验。

在“便捷快办”方面，抵押登记推行
“两个简化”，一是简材料，对商业银行、
汽车金融公司作为抵押权人的，不需要
再提交营业执照原件，改为提交加盖公
章的复印件，抵押合同可以使用电子印
章，并积极推进抵押信息联网核查；二
是简环节，推行银行等金融机构代办机
动车抵押登记，提供贷款、抵押、办登记
一站式服务。同时，使用原车号牌新增

“两个便捷”，一是号牌号码可互换，同
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
辆，可以申请互换一次号牌号码；二是
保留原号延时限，原机动车注销、迁出
或者转移后，保留原号的时限由一年调
整为两年。 据新华社

6月1日起
小型汽车驾驶证
全国“一证通考”

《红楼梦》李纨演员自爆被“家暴夺子”
这种家庭纠纷，到底怎么办？

旅港川金丝猴“乐其”
返回家乡成都

首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生的川
金丝猴“乐其”于 11 日凌晨顺利返回
家乡成都，并入住成都动物园。在隔离
检疫期满后，“乐其”将加入成都动物
园的川金丝猴大家庭开始新生活。

11日凌晨3时40分，“乐其”乘坐的
飞机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在成都
海关和成都动物园相关人员的陪同下，

“乐其”顺利完成了现场检疫查验。7时
20分，“乐其”乘坐专车到达成都动物
园，入住为它特别准备的临时“新家”，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入境隔离检疫。

即将迎来两岁生日的“乐其”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出生于香港海洋公
园，是猴妈“乐乐”、猴爸“其其”的“长
子”。“乐乐”“其其”分别于 2012 年、
2015 年从成都动物园来到香港海洋
公园。“乐其”的出生也标志着川金丝
猴首次在香港繁殖成功。 据新华社

退休后首次公开亮相宁波文博会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

紫禁城还年轻，未来600年更可期
原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退休后的首站
昨日到了宁波！

昨晚，2019宁波文
博会正式开幕前夜，香
格里拉大酒店举办的文
博会主论坛“故宫上新
了”率先上演。主论坛现
场热气爆棚，座无虚席，
单霁翔做了题为《紫禁
城 正青春——把壮美
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
一个600年》的主题演
讲。这是单霁翔退休后，
首次公开亮相。

2017年，自称故宫
博物院“看门人”的单霁
翔，首次现身宁波文博
会现场就引发轰动，他
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前院
长周功鑫坐而论道，擦
出不少火花。

2018年宁波文博
会主论坛—故宫论坛第
二季之《国家宝藏》现
场，单霁翔更是因为金
句不断，段子频出，刷爆
网络。

昨晚的文博会主论
坛，单霁翔不仅讲述故
宫文化创意的细节故
事，将历史探寻、创作心
路与自己的独立思考完
整呈现给宁波观众。更
是当场许下愿望：愿故
宫与宁波天一阁一起书
写传承与创新的崭新篇
章。

主论坛开始前，单
霁翔接受“宁波文博会”
顾问聘书，“创意宁波”
建设顾问聘书。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特约记者 朱立奇

谈过去/ 退休后三天 收到1000多条信息
“在退休后整整三天我都是

在 回 信 息 ，收 到 1000 多 条 的 微
信、微博留言，朋友祝福我从故宫
退休了。在退休当夜，我和新来的
王旭东院长，一起夜查故宫的中
控和安保的各个部门，第二天，我
和他又在故宫里刷了 15000 步。”
作为“网红”院长，单霁翔一上来
就以两个精彩的故事，引来现场

热烈掌声。
单霁翔说，2012 年 1 月到故

宫，感受到这个拥有“紫禁城”、
“故宫”、“故宫博物院”的三个头
衔的博物馆，百分之七十的地方
都是“观众止步”，百分之九十九
的藏品收在库房内，很多观众跟
着导游的小旗往前走。“我们希望
每一位观众走出故宫博物院都有

收获。”
接下来，故宫清理了大门前的

广场，设立了 32 个售票窗；做了
512 块指路牌，增建女厕所的卫生
间为男厕的 2.6 倍，大家都不用排
队；做到了开放区没有一片垃圾
…….“我们要求物业有一片垃圾2
分钟内要被捡起来，经过努力，现
在整个开放区没有垃圾。我观察我

们物业的工作人员，眼睛四处扫，
等待好久终于看到一片垃圾落地，
赶紧兴致勃勃冲过去捡起来。”从
细节出发，单霁翔践行着他的管理
理念：以服务对象为中心，尽可能
给游客方便。

“请宁波的游客来参观故宫的
卫生间。”这份来自单霁翔的邀请，
又收获一片掌声。

谈未来/ 2020年，紫禁城600岁欢迎大家参观
“2020年，也就是明年，紫禁城

600 岁了，希望大家进入故宫看到
的都是古代建筑，没有一个影响环
境和安全的现代建筑。”这几年，单
霁翔与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了全
方位的环境整治。

全故宫1750个井盖，用了两年

半时间，把这些井盖做平。任何一栋
故宫中的古建筑，已经做到屋顶上
没有一根稻草。还有 135 栋临时建
筑，一栋栋彩钢房被一一拆掉。

“2002年来故宫的观众第一次
突破700 万人次，到了2012 年突破
1534 万人次。到了 2017 年，故宫开

放区域达到百分之七十六，参观人
数更是跃居世界第一，参观人数第
二的卢浮宫只有故宫人数的一半。”
这份骄傲的数据背后，是故宫工作
人员辛勤的付出。

“故宫内的高玄殿修缮仪式的
时候，下大雨，第四任院长讲话，第

三任院长帮打伞；第五任院长讲话，
第六任院长帮打伞，什么是文化传
承，这就是！”单霁翔告诉现场的观
众：高玄殿即将与全国观众见面，欢
迎宁波观众来参观。

一个壮美的紫禁城，交给下一
个600年。

谈网络/ 打造全世界最好的数字博物馆
“故宫博物院官方推出一款

‘APP’，每天甄选一款馆藏珍品，推
送给安装的观众。一天一景，一天一
藏品，一年后就拥有了专属自己的
故宫。”单霁翔说，我们已经建成了

故宫社区，并打造了全世界最好的
数字博物馆。经过努力，故宫网站访
问量达8.91亿次，世界各国都可以
了解中国故宫，同时所有人都可以
足不出户，看到网上展览。

“通过虚拟技术，故宫有了全新
的更广维度的展示平台，融入这个
崭新的时代，也增强互动性和趣味
度。”单霁翔表示：所有展品的数字
信息，文物、古建筑照片的细节，都

在网上进行展示。而通过互联网，1
万多件的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中国
人使用故宫的文创产品。

故宫，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好的
数字博物馆。

周美毅:已180多天没见到孩子

周美毅本名周毅，曾在李少红导演的新版
电视剧《红楼梦》中扮演李纨。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周美毅介绍，她和郑刚是2016年12月办理
的结婚登记。第二年的5月2日，两人的双胞胎
孩子在美国出生。结婚一个月后，第三者出现，
并通过微博、电话、短信辱骂她。周美毅独自一
人前往美国产下一对双胞胎。去年10月，郑刚
强行将两个一岁多的孩子带走，并对她实施家
庭暴力。从去年10月至今，她已经180多天没
有见到过孩子。周美毅说，去年12月她已经向
法院提起诉讼，案件还在审理中。

郑刚:妻子对孩子又骂又咬

郑刚是业内知名的天使投资人，曾投资陌
陌、映客、锤子科技等企业。天眼查信息显示，郑
刚名下有48家企业，涵盖投资、文化产业、互联
网等行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郑刚解释，周美
毅虐待幼子，生起气来对孩子又骂又咬，“我当
然把孩子拿走，她这样，孩子能放在她那边吗？
我肯定要把孩子带走，所有人都支持我这么
干。”郑刚还表示，目前律师正在准备声明，自己
不存在周美毅所称的任何涉嫌违法的行为。

法
律
解
读/

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柄尧认为，一方配偶带走孩
子不让另一方见，既侵犯了孩
子的权利，也会对另一方配偶
造成伤害。现实司法中，对于离
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探视
等权利，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
定，若带走孩子的配偶拒绝执
行，还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

尴尬的是，对于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出现前述情形，确实存在
立法上的空白。

张柄尧说，以本案为例，
若前述行为最终被确定为家
庭暴力，未来受伤害一方配偶
一旦提起离婚之诉，家暴情形
将会被法院直接认定为夫妻
感情已经破裂的证据，并由此

可以在提起离婚之诉的同时，
请求损害赔偿。另外，在争取
孩子抚养权上，除两周岁以
下，正处于哺育期的孩子抚养
权一般归母亲外，同时，法院
还会从有利于孩子成长角度
出发确定抚养权归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四川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胤征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父
母双方均是小孩的监护人，在
未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任
一方照顾或者带走小孩都谈不
上抢，也不存在要承担什么法
律后果的问题，只要不虐待、遗
弃自己的孩子。

对于婚内出轨以及家暴的
情况，吴胤征说，如果确有此
事，女方可搜集保存证据通过
法院起诉离婚的方式争取抚养
权、分割财产甚至索要赔偿，男
方有上述情形，在争取抚养权
和分割财产时即处于不利地
位，甚至可能面临赔偿。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王英占表示，女方可起
诉离婚，要求抚养孩子，分割共
同财产，并要求男方承担相应
的损害赔偿，女方还可以向法
院申请人身保护令。男方除承
担上述民事责任外，还可能承
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观点一

女方可搜集保存证据 通过起诉离婚争取抚养权

观点二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出现此情形 确实存在立法上的空白

近日，一则在娱乐、
财经圈刷屏的新闻，是
著名导演李少红版《红
楼梦》中李纨的扮演者、
演员周美毅在微博爆
料，称自己的亲生双胞
胎被丈夫郑刚暴力夺
走，已经180多天没有
见面。周美毅的丈夫，即
为财经圈的著名投资
人、紫辉创投创始合伙
人兼CEO郑刚。

此事经著名演员杨
洋声援“孩子是无辜的”
后，迅速在网络引发关
注。那么，周美毅所说的
“家暴夺子”是否在法律
层面成立？遇到类似的
家庭纷争，又该怎么
办？昨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
律师，试图从法律层面
解读这场家庭纠纷。

单霁翔退休后亮相宁波文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