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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军发布歼-16战机
宣传片和纪念封

中 国 空 军 28 日 在 京 发 布
歼-16战机宣传片和歼-16战机纪
念封，展现中国空军加快战略转型、
推进练兵备战的使命风采。

2017年 7月，歼-16和歼-20
战机一同参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0周年阅兵，以战斗姿态展示
在世人面前。中国空军发布的宣传
片《歼-16飞来了，歼-20的好搭
档！》，以《我爱你中国》为背景音乐，
用生动震撼的飞行画面，将空军官
兵牢记新时代使命任务、提高新时
代打赢能力的价值追求，浓缩在2分
18秒的影音里。发布的歼-16战机
纪念封制作精美，讲述了中国空军
奋飞新时代征程上的强军故事。

歼-16作为国产新型战斗机，
与歼-20等战机搭档使用，形成制
空、制海、制地作战的强大功能组
合，将进一步增强空军的空中进攻
和防空作战能力，推进中国空军战
略转型实现新跨越。 据新华社

公安部文化部全国“扫黄打非”办

严肃查处一批
网络游戏违法犯罪
重大案件

中宣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公安部、文化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关于严格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管
理的意见》。按照意见统一部署，有
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格规范
网络游戏市场管理专项行动并取得
明显成效。2月28日，公安部、文
化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布了7
项网络游戏违法犯罪重大案件。

——河南郑州陈长阳传播淫秽
物品案。经查，9877 小游戏网
（http://www.9877n.com/）网站
上各类小游戏共计4255款，其中涉
嫌淫秽色情内容的游戏共计500余
款，网站服务器为郑州紫田网络公
司所有。经严密侦查，1月23日，
网安民警将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的
犯罪嫌疑人陈长阳抓获，并扣押其
相关电子设备。

——浙江杭州西湖区李开辉传
播淫秽物品案。暂住在杭州市西湖
区的李开辉开设网站（http://
www.youvip.cn/）“优唯品”。民
警通过侦查排摸发现，李开辉开设
的网站内存在大量淫秽网站链接、
视频。2017年11月29日，民警在
犯罪嫌疑人李开辉家中将其抓获。

——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非法出版案。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和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
室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发现
易玩（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
所开办的“TapTap”网站及移动端
应用程序（App）,在境内为大量未
经总局审批的境外网络游戏作品提
供下载和宣传推广，其中包括涉嫌
含有教唆犯罪、宣扬淫秽色情和血
腥暴力等违法违规内容的游戏作
品，以及大量根据日本漫画改编、格
调低俗的游戏作品。根据出版管理
条例、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等相
关法规规定，该行为属于非法出版
活动，且涉及的非法出版物数量极
大，情节恶劣，依法给予其停业整顿
3个月，罚款31.86万元的行政处罚。

——深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
公司传播含有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和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活
动内容的视听节目案。当事人于
2017年6月22日与广州胤钧贸易
有限公司签订《企鹅媒体平台视频
内容合作协议》，约定于2017年4
月1日起由广州胤钧贸易有限公司
授权当事人在其媒体平台上提供授
权内容的播放服务，授权内容包括

“甜心公主”等一系列视频。广州胤
钧贸易有限公司共上传视频3534
条，其中359条视频含有诱导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和渲染暴力、色情、赌
博、恐怖活动内容（“儿童邪典视
频”）。深圳市南山区文体局依法给
予当事人罚款的行政处罚。

——成都摩奇互娱科技有限公
司网络游戏含有违背社会公德的禁
止内容案。根据督办要求，成都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成都摩奇互
娱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

“校花梦工厂”进行检查。经查，网
络游戏“校花梦工厂”中设置了双修
功能，并可使女性游戏角色“爆衣”，
大面积裸露身体。成都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依法给予当事人没收违
法所得、罚款的行政处罚。

——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网络游戏的宣传推广含
有违背社会公德的禁止内容案。经
查，中文在线数字出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运营的网络游戏“苍蓝境界”
网站首页的“公告栏”和“游戏特色”
栏目中，存在女性角色部分露胸、露
出内裤的内容。北京市文化市场行
政执法总队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行政处罚。

——北京龙创悦动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网络游戏含有宣扬暴力
的禁止内容案。按照集中查处通
知要求，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
总队对进行检查。经查，北京龙创
悦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
络游戏“丧尸之战”含有宣扬暴力
的禁止内容，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
执法总队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
行政处罚。 据新华社

导演说导演说//

影片弘扬中国精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电话

采访了《厉害了，我的国》导演卫铁。
卫铁介绍，该片以光影的艺术形式，凝
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彰显崇高
之美，是一部顺应时代呼声，将祖国的
发展和成就呈现于大银幕之上的大型
纪录电影。

卫铁说，影片不仅记录了中国桥、
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等一
个个非凡的超级工程，还展示了人类
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FAST、全
球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2号”、
磁悬浮列车研发、5G技术等引领人们
走向新时代的里程碑般的科研成果。
从圆梦工程到创新科技、从绿色中国
到共享小康，电影分享震撼影像的同
时，也将其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

卫铁还介绍说，影片后半部分从
“小家”的角度切入，讲述平凡百姓的
生活变迁，生动记录了我国在扶贫、生
态文明建设、医疗保障、国家安全体制
等各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充分展现
了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征程上的
伟大奋斗，一幅幸福民生的壮美画卷
正在铺开。

出品出品人说人说//

携手讲好中国故事
在首映典礼上，中国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喇培康董事长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

新作为。身处伟大时代，身逢历史机
遇，《厉害了，我的国》无愧于我们这个
火热的新时代。让我们共同努力，用
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回应民族、国家、人
民和时代的期盼要求。共同携手讲好
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采，弘扬中国精
神，希望媒体和全社会高度关注这部
影片，让我们凝心聚力，同频共振，为
《厉害了，我的国》贡献磅礴力量。”

影片的出品方之一、中央电视台
财经频道总监齐竹泉说：“这部影片最

大的特点就是它在展示成就的同时，
把聚焦点放到了这些成就背后人的故
事上，人的身上。可以说这些故事，生
动地诠释了这几年来，我们在新的发
展理念指导下中国取得的巨大的成
就。”

影片中所展现的港珠澳大桥总工
程师林鸣、福建民营企业家陈德启、中
建利比亚分公司总经理张作合三位强
国梦的筑造者，也现身首映礼现场，与
大家一起分享共筑中国梦的幸福。正

是这些中国梦的创造者，用他们的青
春、汗水、努力和付出，创建着这幅国
富民强的美好画卷。

群星推群星推荐荐//

“能来的都来了”
白凯南、保剑锋、车永莉、丛珊、方

晓莉、傅绍杰、巩汉林、顾长卫、金玉婷、
李晨、李木子、牛犇、秦岚、苏丽、孙淳、
田牧宸、文章、吴京、吴军、吴若甫、吴
樾、许文广、颜丹晨、臧金生、张晞临、张
一白、张一山、周笑莉等28位实力派中
青年影视导演和演员，联袂向观众推荐
这部展现当代中国风采的影片。

在首映典礼现场，中国电影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国家一级导演江平
先生客串主持了群星推荐环节，他在
台上说：“上世纪30年代，抗战电影
《中华儿女》上映，在重庆，能去的电影
人都去捧场了；1948年，电影《乌鸦与
麻雀》开拍，能去的电影人都去了。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第一时
间，慰问队伍当中能去的电影人都去
了。2018年的今天,在北京《厉害了，
我的国》首映礼的现场，在北京的德艺
双馨的电影人能来的都来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新时代的电影，以书写和记
录人民的伟大实践为己任，反映时
代进步要求，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
气蓬勃迈向未来。展大国风采，扬
强国国威。

3月2日，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为
祖国打call，《厉害了，我的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恩湖

首映典礼现场，电影主创团队、嘉宾和主持人互动。

3月2日，走进影院为祖国加油点赞！

群星联袂推荐 一起为祖国打call

《厉害了，我的国》
在京举行盛大首映礼

2月27日，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阿里影业联合发行的大型纪
录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在中影国际影城北京千禧街店举行了盛
大的首映典礼。

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首映典礼现场，群星大合影，集体向全国观众推荐这部电影。

大年初一
和家人通电话时一切正常

据部分英国媒体报道，闫某来自沈
阳，出生于1982年5月，于2016年9月
到伦敦国王学院就读博士，今年春节前
后与家人失去联系。其家人26日向中
国驻英国大使馆求助，并在使馆建议下
向英警方报警。

据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
谊会公布的闫某父亲所述信息可以看
到，失联前，闫某在北京时间2月16日
早上与在国内的同学和家人进行了视
频联系，家属称当时她在通话中表现一
切正常。其父称，按惯例，他们一家会
在周六通电话及视频聊天，可本月24
日（周六）闫某没能按惯例同父母视频
联系，随后打电话也无人接听。家属、
朋友、同学无人能联系上她。

27日晚间，英国伦敦警方公开发布
了一则对闫某的寻人启事，公布了其姓
名与照片。在通报中，警方对于闫某可
能处于的情况表示了担忧。警方在声
明中表示，闫某最后被人看到是在当地
时间2月14日中午12点的伦敦国王学
院校园内。

背部有疾
警方：目前没发现其他疑点

根据初步调查，英国警方指出，闫
某此前长期受到背部疾患的影响，或导
致其行动不便，除此以外目前没有发现
其他可疑的线索。目前尚不清楚该疾
患是否与闫某的死亡有关。

在警方通报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28日发布消息称，我馆顷接英国警方通
报，28日晨，英警方在中国留学生闫某
住所发现其已死亡，有关调查正在进行
中。我馆已将此事通报闫某的家属，将
就有关善后事宜向家属提供积极协
助。应家属要求，请各方尊重其隐私。

失联之前
曾和同学提及要去找房子

根据此前闫某亲友在网上发布的
寻人帖，失联前闫某的活动记录显示：
在伦敦时间2月15日下午（北京时间2
月15日晚），闫某曾与同学一起见面，吃
饭聊天，曾提及要去中国城一带找房
子。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原本闫某说好
和同学一起庆祝农历新年，但当晚6点

15分左右说有事不能吃饭，称饭后能去
喝茶，并于晚8点37分询问在何处吃
饭，之后再无回复，同学看到她最后一
次使用网络软件是在当晚22点48分。

另据伦敦国王学院方面向警方提
供的信息显示，18日，学校的电子邮件
系统曾显示闫某的学校邮箱曾被登录
过，并有阅读邮件。之后在20日，闫某
的学校邮箱再次被人登录，但是没有阅
读邮件。

导师悼念
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

噩耗传来，伦敦国王学院师生对于
闫某的死讯感到震惊和悲伤。

“思宏是一个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聪明的学生，在她所在研究领域的博士
生群体里是一个积极分子。”闫某的导
师凯里·布朗教授说。

校方表示已与闫某家属联系并致
以最诚挚的慰问，并将对其家人以及其
他受到影响的学生提供及时的援助。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视、澎湃
新闻、伦敦国王学院中国学生学者联谊
会微博、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网

留英在读女博士生失联数日
英国警方确认其已死亡
目前尚无法判断死因，导师称其学习非常刻苦认真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2月28日发布消
息，英国警方确认近日失踪的中国留

学生闫某已经死亡，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
使馆消息称，英警方于28日凌晨在中国

留学生闫某住所发现闫某已死亡，有关调查
正在进行中，使馆已将此事通报闫某的家属，
并将就有关善后事宜向家属提供积极协助。

英国警方发布的声明说，接到中国留学
生失踪报案后，警方当天凌晨3时左右进入
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区的一间住所，在里面
发现一具女性尸体。尽管还没有鉴定身份，
但警方认为死者就是闫某。

警方说，目前尚无法判断死因，已通知
死者家属，准备尸检。

死者闫某家属之前在网络寻人帖中
发布其身份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