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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紅黃藍教師涉虐童被刑拘
編造老虎團猥褻謠言者同時拘留
針對北京市朝陽區管莊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疑似發生 「虐童
事件」 ，北京警方25日下午對外通報最新調查結果稱，涉事幼兒園教師
劉某某因涉嫌虐待被看護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同時，行為人劉某因
編造「老虎團」人員集體猥褻幼兒虛假信息，被公安機關依法行政拘留。
大公報記者張聰北京報道
11月22日，有朝陽區紅黃藍新天地幼
兒園幼兒家長報警稱，懷疑其孩子在幼兒
園內受到教師侵害。接警後，朝陽警方高
度重視，立即成立專案組，在有關部門配
合下，依法展開調查取證工作，11月25日
，涉事幼兒園教師劉某某（女，22歲，河
北省人）因涉嫌虐待被看護人罪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針對網上流傳該幼兒園園長是 「老虎
團」現役軍人家屬的謠言，「老虎團」政委
馮俊峰對此進行了闢謠。他表示，幼兒園
用地不是部隊的，部隊官兵及親屬沒有任
何人員參與該幼兒園經營等工作，部隊官
兵的子女也沒有在該幼兒園上學，更沒有
發現官兵涉及傳言中的所謂猥褻等行為。

定性惡劣事件 園長免職
北京警方25日通報稱，該傳聞係虛假
信息，且因該謠言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已於23日將行為人劉某（女，31歲，北京
人）抓獲。該人對自己編造的 「老虎團」
人員集體猥褻幼兒虛假信息，後通過微信
群傳播的違法事實供認不諱，並對造成的
不良影響深表悔恨。目前，劉某因虛構事
實擾亂公共秩序，已被公安機關依法行政
拘留。
根據公安機關通報的紅黃藍新天地幼
兒園案件偵辦情況，北京市朝陽區新聞發

言人表示，北京紅黃藍虐童事件是一起傷
害幼兒的惡劣事件，社會影響極壞。該新
聞發言人指出，事件發生後，朝陽區政府
立即約談紅黃藍新天地幼兒園舉辦者，依
法啟動追責程序，責成舉辦者按程序立刻
免除幼兒園園長職務，並根據案件調查結
果，嚴肅追究幼兒園及相關人員的責任，
絕不姑息。同時，要求園方真誠與家長溝通
，全力配合家長關愛好幼兒的身心健康。

開展全市隱患排查
據了解，朝陽區教委組織相關部門已
成立專項督查組進駐幼兒園，督促園方全
面排查幼兒園安全隱患，查處教育教學管
理和師德師風建設情況。對此，北京市教
委表示，北京市教委強烈譴責涉案人員嚴
重違反師德的行為，堅決支持依法依規懲
處，希望全市教育機構引以為戒，加強師
德師風建設，加強內部管理，努力讓每個
孩子健康、快樂成長。
同時，下一步北京市教委在做好全市
幼兒園安全隱患排查清理工作的基礎上，
做出進一步工作部署，要求各區切實做好
幼兒園監管工作，促進幼兒園規範辦園行
為，做好教育教學、安全管理和師德師風
建設工作，指導各區教育部門加大工作力
度，切實做好幼兒家長安撫、在園幼兒的
心理疏導，發現問題迅速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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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警方25日通報稱，紅黃藍幼兒園（新天地分園） 「虐童事件」 涉事幼兒園女教師劉某某已被刑事拘留，而造謠猥褻幼童
的劉某被行政拘留
網絡圖片

大紅門分園四月被曝虐童

老虎團

老虎團 政委馮俊峰表示，
幼兒園用地不是部隊的，部隊官兵
及親屬沒有任何人員參與該幼兒園
經營等工作，部隊官兵的子女也沒
有在該幼兒園上學，更沒有發現官
兵涉及傳言中的所謂猥褻等行為。

北京教委

場達成合作意向。
為吸引更多海內外優秀人才、技術、
項目和資本落地西安。本屆大賽閉幕當日
，西安市再次發布招才引智新政策，此次
大賽獲獎優秀項目如成功落戶，西安創業
投資種子基金將最高給予5000萬元的資金
支持。

紅黃藍教育集團在當時發布的
聲明稱， 「對於此次大紅門村辦委
託管理幼兒園暴露出的管理問題，
我們一定深刻反思，認真整改，依
法處理。」
在北京大學校友網2017年4月發
布的一篇對紅黃藍教育總裁史燕來
的採訪中，史燕來稱自己是2000級的
北大人，在馬克思主義學院學習思
想政治教育專業。
對於自己創辦紅黃藍教育、從
事學前教育事業，史燕來稱： 「情
懷和熱愛是必須的。你愛不愛孩子
？如果每天看到孩子都覺得很煩鬧
，工作怎麼能做得好呢？」

強烈譴責涉案人員嚴重違反師
德的行為，堅決支持依法依規懲處
，要求相關區、園配合司法機關對
相關人員作出嚴肅處理並立即進行
整改。

【大公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
歷經四個多月，海內外11個賽區逾千創業
團隊的激烈角逐， 「2017西安國際創業大
賽」11月24日在西安落下帷幕。
本次大賽中，拉酷、Betalin Therapeutics
等24個項目獲得最終大獎並分享了200萬元
（人民幣，下同）獎金，其中14個項目現

朝陽區政府

西安5000萬撐初創項目落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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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起傷害幼兒的惡劣事件
，社會影響極壞，已經責成舉辦者
按程序立刻免除幼兒園園長職務，
並將根據案件調查結果，嚴肅追究
幼兒園及相關人員的責任，絕不姑
息。

▲第五屆「儒商論域」大會25日在北京舉
行，右二為胡葆森
大公報記者張帥攝

24

紅黃藍教育

離開香港後，胡葆森 「深耕」河南25
年之久，根據建業地產2016年發布的公告，
其合同銷售去年已經達到201.5億人民幣。

事件各方回應

日晚，紅黃藍教育召開投資
者電話會議，紅黃藍
史燕來
表示，若公安公布的結論中涉事員
工確實存在不當違規行為，會承擔
全部責任，公司也將承擔連帶責
任。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
中國還沒有一個企業可以在一個省只賣一
種商品，能賣上一千億的。建業有可能會
實現。」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河南建
業地產董事局主席胡葆森25日在北京大學
舉辦的第五屆 「儒商論域」大會上表示，
在港工作的十年時間，使得他打開了國際
視野，這段經歷很受益。
鄭州大學外文系畢業後，胡葆森獲河
南省對外經濟貿易合作廳委派，赴香港參
與成立進出口貿易機構。自1982年開始，
他在香港工作近十年之久。胡葆森對媒體
表示，在港期間，他通過摸索和思考市場
經濟形態，為企業未來發展尋找道路。在
香港這個東西方文化與傳統和現代文化交
匯的地方，不斷對比着多元文化的差異和
趨同。

美律師所

胡葆森：受益在港鍛煉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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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醜聞拖累，在美國上市的紅黃藍集
團股價周五大幅插水38.41% 資料圖片

▲家長提供孩子身上多個針眼的照片
網絡圖片

美國羅森律師事務所和美國成
美律師事務所宣布正式啟動對紅黃
藍 集 團 涉 嫌 違 反《證 券 法》的 集 體 訴
訟 調 查 ， 調 查 紅 黃 藍 依 美 國《證 券 法
》下 所 作 的 資 料 披 露 ， 是 否 存 在 重 大
失實、遺漏或者誤導性的內容。

全面內部審查，找出任何可能出現類似情
況的地方。
另外，美國羅森律師事務所（Rosen
Law Firm）和美國成美律所事務所宣布正
式啟動對紅黃藍集團涉嫌違反證券法的集
體訴訟調查。美國成美律所官網發表聲明
，正在調查紅黃藍依美國《證券法》下所
作的資料披露，是否存在重大失實、遺漏
或者誤導性的內容，並準備代表該公司股
東，在美國啟動集體訴訟，索償因《證券
法》違規所帶給股東的經濟損失。

（來源：中新社、金融界網、
紀經濟報道）

【大公報訊】北京朝陽區管莊紅黃藍
幼兒園被爆出涉嫌虐童等醜聞，累及在美
國上市的紅黃藍集團股價周五暴跌，大幅
插水38.41%至每股16.45美元，創上市以來
最低，亦跌破18.5美元的發行價，市值縮
水約2.9億美元，折合人民幣接近19.4億元
。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稱，至少已有兩家
紐約律所已正式啟動對該公司涉嫌違反《
證券法》的集體訴訟調查。
紅黃藍是早期教育機構，成立於1998
年，是中國第一家在美國獨立上市的以幼
兒園運營為主業的早教公司，今年9月27日
登陸美國紐交所，首日股價飆升40%，收
報25.9美元，成交量達到326.5萬股，為最
高紀錄。其後股價連升三日，至10月2日升
到高位每股31.14美元，市值一度高達約7
億美元。
該公司財務總監魏萍於24日晚的電話
會議上表示，紅黃藍已組建應急小組，由
獨立董事領導，對公司所有的教育設施作

家長聚集在紅黃藍幼兒
◀
園門外
網絡圖片

股價遭重創 市值縮水19億

【大公報訊】據澎湃新聞報道
：雖然成功在紐交所敲鐘，但紅黃
藍教育旗下的幼兒園已經 不 是 第 一
次 出 現 類 似 的 虐 待 幼 童 的 事 件。
今年4月，網絡上流傳出一段幼
兒園老師推搡、踢打孩子的視頻，
據北京青年報4月21日報道，網上的
一段視頻顯示，一排孩子正在休息
，一名老師抓着其中一個小女孩的
胳膊提起後猛地放下，小孩後仰躺
在床鋪上。另一段視頻顯示，孩子
們在上課時，一老師突然走到其中
一名孩子身後，用腳踢孩子後背。
報道稱，該視頻的涉事幼兒園為紅
黃藍幼兒園大紅門分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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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慢性病成健康第一殺手
【大公報訊】記者方俊明廣州報道：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營養與食品安全系
主任何計國25日在廣州出席活動時透露，
目前影響中國居民最大的問題和健康問題
是慢性疾病。曾有一份營養調查與結果顯
示，每100個死亡裏面有86.6個人是因為慢
性疾病死亡的，死因構成佔86.6%。
何計國出席由廣東省食藥監局主辦的
「食藥科普大講堂活動」時表示，慢性非

傳染性疾病統稱 「慢性疾病」，目前慢性
疾病主要包括高血壓、冠心病、腦血管疾
病、糖尿病、惡性腫瘤等5大類。其中高血
壓若按照美國最新診斷標準，內地高血壓
的病人超過4億。
何計國稱，慢性疾病是可以預防的，
因為大量的研究表明，慢性疾病是與營養
相關的。他建議做好4方面：控制能量攝入
、減少致癌成分的攝入、增加抗氧化成分

的攝入量、食物多樣化。
他分析說，一個人過多攝入能量會增
加患上各種慢性病的風險，所以應該減少
高能食物的攝入量，少鹽少油，多吃粗糧
。平時多吃胡蘿蔔、維C等抗氧化的食物
能降低慢性病發病的幾率。
此外，在食物多樣化的同時還要避免
致癌食物的攝入，如燒烤、醃製物、煙熏
製品、焙烤食物等。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體現領袖風采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24日在
北京召開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
出版座談會上，與會專家表示，《習近平
談治國理政》第二卷，集中反映了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發展的
軌跡和成果，要作為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
精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權威讀本，學深悟透、融會貫通。
中央政策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中央宣
傳部副部長王曉暉表示，《習近平談治國
理政》第二卷和先前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
理政》第一卷，集中反映了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脈絡、豐富內
涵和精神實質，生動記錄了以習近平為 核
心的黨中央推進理論創新的生動歷程
。 「研讀這本著作，我們可以深切體會到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所貫
穿的堅定信仰信念、鮮明人民立場、強烈
歷史擔當、求真務實作風、勇於創新精神
和科學思想方法，深切領會到這一思想的
鮮明理論特色。」王曉暉說。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孫業禮說，這
部著作鮮明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
的思想方法、風格特點和作為大國領袖的

風采。 「他善於聯繫中國的歷史和文化、
結合自己的經歷談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
和體會，善於講中國故事、中國共產黨故
事，善於引用歷史典故，思想精闢深刻、
鞭辟入裏，同時語言又很生動、接地氣，
有強大感染力和人格魅力。」孫業禮說。

第一卷累計發行660萬冊
中國外文局局長張福海介紹說，2014
年9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出版
發行。目前，第一卷已經出版了24個語種
27個版本，累計發行超過660萬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