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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18 日连续两天，成都双流国际机场的上空，被黑飞无人机又一次彻底搅乱了。

国内新闻

34 架来自乌鲁木齐、海口、深圳、天津、广州、郑州、长沙、合肥、北京、香港等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因为无法降落，备
降重庆、贵州机场甚至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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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成都警方发布消息，造成多架航班不能正常降落的这两起无人机干扰事件，肇事人目前仍搜寻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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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日，四川省公安厅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安部门已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此次无人机黑飞事件
立案调查。按照四川在去年公布的“加强全省军民航机场净空区域安全保护”规定，举报扰乱飞行安全的违法行为一经
查实，举报者将获得不低于一万元的奖励。

导致 34 架航班无法降落

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黑飞”
无人机两闯双流机场被立案
34 架航班备降其他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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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刘先生所搭乘的航班 9C8526 于泰
国时间 14 点 20 分从素叻他尼起飞，
19 点 10 分到达
成都双流机场上空，在双流机场上空盘旋了四五圈
后，机长通知乘客：因为无人机的干扰，双流机场暂
时关闭，
飞机将飞往重庆。
19 点 30 分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机场，大概在
20 点 20 分从重庆起飞返回双流，21 点左右到达。
刘先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机上许多乘客是转乘
高铁去重庆的，但航空规定，航班必须到达预定的
机场才能打开舱门，所以飞机备降重庆后也不能下
机，许多人不得不退掉成都到重庆的高铁票，直到
飞机飞回成都后再重新买票。
重庆江北机场负责维修和接送飞机的李姓工
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
4 月 18 日晚上 6 点多，
他接
到备降通知。由于重庆机场降落飞机增多，他和同
事们一直忙碌到晚上 9 点。
据四川省公安厅通报，4 月 17 日和 18 日双流
机场附近分别出现无人机黑飞事件。
4 月 17 日 14 时 13 分，双流机场西跑道北侧 18
公里区域，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发现无人机活动，导
致多架域内航班空中等待，造成 12 架飞往成都航
班备降其他机场。
4 月 18 日 18 时 26 分以及 18 时 38 分，
分别在双
流机场西跑道北侧 3.7 公里区域及同侧 14.8 公里区
域，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发现无人机活动，导致 22 架
飞往成都航班备降其他机场，
23 架航班出港延误。

锦江区

成都双流机场
净空保护区域
成都双流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以双流机场东、西跑道中
心线为基准，两侧各 10 公
里，
跑道端外 20 公里范围

新津县

推测黑飞无人机造价超 10 万
一位不愿具名的四川当地圈内人士向北青报记
者透露，4 月 18 日，机组人员在起飞 3.7 公里高度
200 米处，
第一次目击到疑似无人机飞行器，
随后在
14.8 公里高度 1200 米处，再次发现肇事无人机，它
出现在飞机的左翼，
即机场西侧，
是一架红白蓝相间
的固定翼飞机，
机身长约2米，
外形酷似
“战斗机”
。
据这位圈内人士分析，肇事无人机应该是从双
流机场的西北侧起飞的。在机场西北方向 3.3 公里
处，
有一条断头路和一片空地，
2013 年左右，
因为这
里地广人稀，空域无任何遮挡物，且道路未通车，曾
成为成都摄影爱好者和航模爱好者集聚的飞行场
地之一。2014 年，因黑飞行为被航班机组发现，一
度被禁止飞行，道路也随即被石块堵住，防止车辆
进入。但 2016 年后，
这块场地又开始死灰复燃。
由于这次肇事无人机的黑飞没有留下任何影
像记录，
目前还不能判断它的具体机型。
4 月 19 日，这位圈内人士来到位于双流机场西
北方向的草金路断头路空地，发现阻碍断头路入口
的石块被人移开了一个豁口，车辆已能自由出入，
而路的一边，就立着禁飞区域的警示牌。警示牌的
东侧上空，可以看到起降的飞机，也正符合了机组

成都双流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具体涉及行政区域包括：
成都市武侯区、
青羊区、
锦江区、
金牛区、
成华区、
高新
区、天府新区、双流区、温江区、郫都区、新津县、眉山
市彭山区。
其中有些是全境覆盖，
有些只涉及一部分。

眉山市彭山区

双流机场跑道附近竖立的禁飞区域警告牌

距机场 3.3 公里的断头路事发前被人为打开豁口

丽江遭暴打女子刑事附带民事提诉获立案
为治疗已花 15 万元

因无钱导致后续治疗暂停

2016 年 11 月 11 日，女子琳哒（化名）在丽江市
古城区一烧烤店吃饭时被和某松等多名男子殴打，
导致面部等多处受伤，
此后伤情鉴定为轻伤二级。3
月 9 日，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和某松等 6 人
涉嫌故意伤害罪、
寻衅滋事罪一案。4 月 20 日，
丽江
市古城区人民法院表示，对琳哒的刑事附带民事诉
状予以立案。琳哒的代理律师告诉北京青年报记
者，
在诉状中他们提出了对嫌疑人的索赔诉求。

女子在丽江吃夜宵遭暴打
2016 年 11 月 11 日凌晨 3 时许，女子琳哒和两
名男子到丽江古城区祥和路一烧烤店饮酒吃烧烤，
其间，与之前在该烧烤店饮酒吃烧烤的和某松等人
因互嫌对方喧哗吵闹，
引发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琳哒被打伤。据警方通报，和
某松等 6 人将琳哒一行 3 人打伤后，逃离现场。琳
哒在事后公布的照片显示，被打后她的面部多处肿
胀受伤，
鼻子旁还有一道长的伤口，
脸上满是血迹。
2 月 9 日，经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检察院批准，丽
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对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和某松

此前 6 名嫌疑人家属曾赔偿 6 万元

等 6 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
2 月 21 日，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出具了对琳
哒的伤情鉴定意见，
鉴定意见为轻伤二级。

受理女子刑事附带民事起诉
3 月 9 日，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了
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和某
松等 6 人涉嫌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一案。4 月
20 日，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表示，该院已于 4 月
19 日收到琳哒的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经审查符合受
理条件，
予以立案。
代理琳哒索赔案的北京理道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久成告诉北青报记者，在此案的刑事附带民
事诉状中，他们提出了对嫌疑人的索赔诉求，包
括 琳 哒 在 被 打 后 所 花 费 的 医 疗 费 用、交 通 差 旅
费、误工费和营养费等，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费
用。
但对于具体索赔金额，王久成表示目前还不
方便透露。但他提到，在诉状中琳哒也提出了精
神损害赔偿要求。

嫌疑人家属曾赔偿 6 万元
根据 3 月 30 日医院出具的一份诊断书，
琳哒鼻
骨骨折、陈旧性上颌骨骨折，上颌窦囊肿，其鼻翼及
面部外观有畸形，面部疤痕存留。虽然与被打后相
比面部红肿消失，鼻翼旁的长伤疤也变淡了一些，
但她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她知道自己的脸已经没法
变回以前的样子了。
4 月 13 日，琳哒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她“花
100万也不可能恢复到出事前的样子”
：
脸上疤痕不可
能完全褪去，
鼻子有缺损，
两侧鼻翼高低不一，
“后续处
理很麻烦”
。而她的嘴很难灵活活动，
医生告诉她如果
两年后还是如此，
就需要做手术进行矫正，
且手术后可
能会有后遗症，
晚上睡觉时嘴巴会处于半张状态。
琳哒称，出事到现在她已经花了 15 万元。2 月
4 日，6 名嫌疑人的家属曾给过她 6 万元的赔偿，但
对于治疗“杯水车薪”。由于没钱了，她的治疗只能
暂停，
目前每天只是涂抹消除疤痕的药膏。
琳哒说，她已经开始准备从现住地珠海搬回东
北老家，现阶段只想把诉讼了结，至于回老家后怎
么生活，
还没有想过。
文/本报记者 黄筱菁

山坡采三株兰花 村民被判三缓三
被采兰花为野生蕙兰
因为在山坡上采了三株野生兰花，三门峡市卢
氏县村民秦某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期三年执
行，
外加 3000 元的罚金。一场去年 4 月发生的案件
在近日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当地检察机关介绍，秦
某的行为犯了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挖兰花被森林公安查获
查获秦某的三门峡市卢氏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对
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
案件发生在2016年4月22日。
“当时临近中午，我们在附近山林巡逻，看见了
秦某手里正提着几株兰草，
我们随即上前询问，
他说
是从山坡上挖的，随后便将其带回调查。”民警说，
“秦某说当时是去走亲戚，
顺路挖了这三棵兰草。
”
秦某生于 1967 年，农民，当时挖兰花的地点位
于卢氏县徐家湾乡松木村八里坪组柿树沟的林坡
上。据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卢氏县附近的
山林较为适合野生兰花生长，虽然也有当地人进行
人工种植，
但是品质往往没有野生的好。

描述的
“无人机出现在飞机左侧”
。
针对机组两次发现肇事无人机的描述，他表
示：
“民航飞机起飞阶段的速度是每分钟 6 公里，这
个速度是航模和无人机都追不上的，不可能这么
快，
除非无人机不止一架。
”
据悉，目前警方尚未找到操控这架无人机的机
主。根据飞机外形和大小的描述，
业内人士判断这架
无人机造价可能高达十万，
而操作人的技术非常熟练。

采花村民犯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
被挖兰花为重点保护植物

卢氏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地
有养殖兰花的习俗，五六年前曾有过大量采挖野生
兰花的情况，近几年随着宣传教育力度的加大，以
及兰花热的降温，
采挖野生兰花的现象有所减少。
判决书显示，根据河南林业司法鉴定中心豫林
司（2016）植鉴字第 004 号鉴定意见书，秦某采挖的
兰花属于蕙兰，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被告人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对采挖过程亦无异议，且有证人秦
某、耿某的证言，以及卢氏县森林公安局受案登记
表、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验平面示意图等证明。

挖兰花者被判三缓三
秦某盗采兰花这件事，最开始并没有上升到刑
事案件的程度。最初只是行政处罚，秦某被公安机
关处行政拘留 7 日。但 2016 年 8 月 29 日，三门峡
市检察院查看两法衔接信息平台的上述行政处罚
信息，办案检察官审查后认为，秦某已涉嫌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卢氏县森林公安局应作为
刑事案件立案侦查，遂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书》。卢氏县森林公安局接到通知书后，对秦
某立案侦查，
并在不久后移送起诉。
卢氏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秦某犯非法采
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该案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
在卢氏县法院开庭审理。卢氏县法院认为，被告人
秦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蕙
兰三株，其行为已构成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罪，且属情节严重，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
人秦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
轻处罚，被告人秦其犯罪情节较轻，确有悔罪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依法可宣告缓刑。
最终，秦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昨日下午，北青报记者联
系了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他们表示对
秦某的公诉证据清晰，判决依据准确，最终的判决
结果没有不妥之处。
文/见习记者 付垚

4 月 20 日，四川省公安厅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
会。会上公布，本次双流机场无人机黑飞事件，公
安部门已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立
案调查。
按照四川省去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全省军民航
机场净空区域安全保护”通告规定，举报此次无人
机黑飞的线索一经查实，举报者将获得不低于一万
元的奖励。
四川省公安厅民航公安局副局长李飞称，近期
发生的 3 起无人机扰乱机场飞行安全的事件，分别
发生于 4 月 14 日、17 日和 18 日，
无人机黑飞的区域
分别在双流区、郫都区、崇州市，后果是造成几十架
航班被迫绕飞、备降、返航、出港延误等。
事实上，近年来双流机场的正常起降秩序被黑
飞无人机干扰的事件就没有断过。
2015 年 7 月 15 日，双流机场北端净空 1.8 公里
处(武侯区金花桥附近)受无人机影响被迫将双跑道
运行模式改为单跑道运行模式，通行能力降 30%，
造成严重航班延误积压。
2016 年 5 月 28 日，在距离龙泉柏合寺导航台
17 公里处发现形似无人机升空物体，
双流机场被迫
改运行模式，
共计 55 个航班受到影响。
2016 年 8 月 2 日，双流机场净空保护区内发现
红色无人机，造成 15 个航班在滑行道，13 个航班在
机位等待。
民航空中管制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
成都双流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以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东、西跑道中心线为基准，两侧各 10 公里，跑道
端外 20 公里的范围来划定的。具体包括下列行政
区域：成都市武侯区、青羊区、锦江区、金牛区、成华
区、高新区、天府新区、双流区、温江区、郫县、新津
县、眉山市彭山区。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现今民用轻型无人机在出
厂时都会被设定电子围栏，机场一般都会在电子围
栏的禁飞区内。但一些“黑客”却可以通过技术手
段改变无人机的定位，使得无人机的实际位置与
GPS 定位不一样，由此实现在禁飞区起飞的目的。
而一些 DIY 而成的“开源无人机”更是根本不设有
电子围栏。
文/本报记者 石爱华
实习记者 曹慧茹 刘思洁 制图/潘璠

河北政法委原书记张越
被控受贿 1.57 亿余元
20 日，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
庭审理了中共河北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张越
受贿一案。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2008 年至 2016 年，
被
告人张越利用其担任中共河北省公安厅党委书记、
公安厅厅长、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等职
务上的便利，为河北隆基泰和实业集团等单位和郝
荆州等个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案件处理、职务
晋升等事宜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收
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57885012 亿元。张越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了自
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大部分涉案赃款赃物已依
法查封、扣押。
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张
越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
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越还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
庭表示认罪、悔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各界群众 60 余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
择期宣判。
文/新华社

国台办原副主任龚清概
因受贿一审被判 15 年

20 日，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
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
副主任龚清概受贿案，对被告人龚清概以受贿罪判
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百
万元；对龚清概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
1996 年至 2015 年,被告人龚清概
先后利用担任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晋
江市委书记、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福
建省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兼管理委
员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单位或个人在征
用土地、工程建设、调整规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索
取或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 5352.9186 万元。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龚清概的行
为构成受贿罪。鉴于龚清概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
自己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
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
追缴；检举揭发多人违纪违法线索，具有法定、酌定
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
出上述判决。
文/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