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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执行理事会
１５日晚在海牙通过了旨在于２０１４年
年中全面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详
细方案。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尤祖姆
居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一方案提
供了一份“清晰的路线图”。

根据这一方案，“最为危险”的
化学武器将在今年年底之前被转运
出叙利亚，其余的化学武器随后也将
被运出叙利亚，以确保销毁工作能在

“最安全和最快的方式”下进行，而且
不迟于２０１４年６月３０日完成。

禁化武组织在当晚发布的新闻
公报中说，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
合代表团的工作已取得进展，对叙
利亚此前宣布的未装填的化学武器
销毁工作进行了有效核实，比例超
过６０％。 （新华）

“最为危险”的化武
年底之前运出叙利亚

俄罗斯强力部门16日在俄南部
达吉斯坦共和国击毙5名非法武装分
子，其中包括不久前在俄伏尔加格勒
市实施自杀式爆炸的恐怖分子奈达·
阿西亚洛娃的丈夫德米特里·索科洛
夫。

今年10月21日，俄南部城市伏
尔加格勒发生一起公共汽车爆炸事
件，造成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实施
这起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恐怖分子阿
西亚洛娃当场丧生。

达吉斯坦共和国隶属俄罗斯北
高加索联邦区。该地区非法武装活
跃，是暴力、恐怖事件多发地。虽然
近年来俄罗斯政府加大了对当地非
法武装的打击力度，但暴力和恐怖
事件仍时有发生。 （新华）

为实现５岁白血病患儿迈尔
斯·斯科特当“蝙蝠侠”的心愿，在
一家基金会的策划下，美国旧金山
市１５日变成电影《蝙蝠侠》中的高谭
市，警方、市长和民众通力配合“蝙
蝠娃”抓“坏蛋”，“拯救”城市。

迈尔斯·斯科特一早接到旧
金山警察局长格雷格·苏尔的电
话，请他去惩治罪恶。上午，完成
所有任务后，斯科特来到市政厅
接受市长的表彰，现场的市民们
都为他欢呼喝彩。斯科特现年5
岁，出生18个月后确诊白血病，一
直接受治疗，上个月拆除胸部一
根药物插管，处于康复阶段。他的
愿望，是能像电影《蝙蝠侠》主人
公，做一回英雄，挫败“坏人”。

美国媒体纷纷报道“蝙蝠娃”
行动。《旧金山纪事报》当天为此
出号外，刊名为《高谭市纪事报》，
头条是《蝙蝠娃解救城市》。

（新华/路透）

白血病童扮“蝙蝠侠”
“拯救”旧金山

加拿大多伦多市长罗布·福特
的吸毒丑闻持续发酵。多伦多市议
会１５日通过两项史无前例的动议，
剥夺福特行使一项重要任免权以
及紧急状态处置权。

但福特表示将通过律师对上
述动议提出申诉。

今年５月，加拿大媒体首次爆
料说存在一段福特吸食可卡因的
视频。而福特本人此前一直坚称视
频不存在，回避有关质疑。上周，福
特在记者会上终于承认自己吸食
可卡因。多伦多警方此前宣布，在
对福特一名朋友的涉毒调查中，得
到一段视频拷贝。这可能是迫使福
特改口的原因。

福特承认吸毒后，媒体再次爆
出其醉酒丑态视频片段，之后福特
又在电视直播镜头中吐出不雅言辞，
使事件不断升温。福特虽然多次公开
道歉，但坚称不会辞职，因而受到市
议员和抗议市民的双重拷问。

按照多伦多的市政法规，除了
市长被定罪或入狱服刑外，没有条
款强制市长离开公职。 （新华）

多伦多吸毒市长
遭剥夺重要权利

俄击毙
策划爆炸案的恐怖分子

新疆首条高铁铺轨完工
明年开通运营

16日12时许，在地处新疆鄯善
县以东80公里的一处施工现场，随
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落入轨
枕，兰新铁路第二双线新疆段正线
710公里铺轨完工，这意味着新疆
首条高速铁路已具雏形，预计明年
底开通运营。

全长1776公里的兰新铁路第
二双线是目前世界上一次性建设
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 (新华)

由于上月上海车牌拍卖价快
速飙升，再次突破８万元大关，本
月上海再次启动有关抑制车牌投
机炒作的调控措施，遏制过快上
涨势头，车牌拍卖价出现大幅下
跌，均价跌幅超过８千元。

今年以来，针对过快上涨的
车牌拍卖价格，上海市政府连续
出台了抑制车牌投机炒作的多
项措施，在上月取消“警示价”
后，拍卖价再次出现大幅上涨，
本月起继续实施有关措施，对遏
制拍卖价格过快上涨起到了直
接作用。 （新华）

上海重启车牌价格调控
拍卖均价下跌８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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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政

10月30日下午，看到一名骑
电动车的老人摔倒在地，广东省
汕头市河浦中学的两名高三学生
立即上前将其扶起并护送回家。
这本是一次普通的善举，却没想
到事件一度陷入“罗生门”：摔倒
老人称是两名学生导致其摔倒受
伤的，要求两人担责并赔偿。

涉事的70岁老人林某在事发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当
天中午喝了一点酒，但并没有喝
醉。老人回忆当时摔倒的情况时
说，因为两个学生骑着单车在路
上玩耍，并突然从他的车前闪过，
才导致他急刹摔倒的。

事发两天后，一名亲眼目击
当天事发经过的学生证实，这两
名学生在马路的对面，“不可能是
这两人撞倒他的”。经过近半个月
的调查，11月14日，受助老人承认
自己一时糊涂，并登门致歉，并归
还了他们此前垫付的1200多元医
药费。 （据《羊城晚报》）

学生扶老人反被索赔
报警半月后老人道歉

江西鹰潭
父子非法集资2 . 7亿元

江西鹰潭警方日前侦破一特
大非法集资案。2008年以来，犯罪
嫌疑人边某父子以月利率2分到1
角2分，非法集资2 . 7亿元，近日终
因无力偿还巨额债款而案发。

办案民警介绍，边某父子2004
年在鹰潭投资兴办了一家加工企
业，凭借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的口
碑，在当地商界享有信誉。2008年
以来，两人以“锋哲”集团发展需要
的名义开始非法集资活动。

2008年起，边某父子以月利率
2分到1角2分向老乡、亲友共计56
人，借款共计2 . 72亿元。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及公司资
料显示，边某父子四年来用于收购
企业、兴建厂房的全部款项只有
6472万元，仅为非法融资总额的四
分之一。其余款项则用于偿还他人
利息和个人挥霍，购买房产、豪华
轿车等。 (新华)

就英国和西班牙围绕直布罗
陀的新争端，欧盟委员会１５日裁
定，没有证据表明西班牙就直布罗
陀地区的边检和海关检查违反欧
盟规定。

１７１３年，西班牙与英国签订条
约，将直布罗陀割让给英国，此后
直布罗陀一直接受英国管治，但西
班牙一直希望能够恢复行使主权。

７月底，英国在直布罗陀海域
浇筑了７０个混凝土砌块，西班牙渔
民捕鱼活动因此受到影响。作为回
应，西班牙政府加强了直布罗陀地
区的出入境检查，使进出直布罗陀
的汽车排起长龙，旅客往往要等待
几个小时才能过境。

英国诉至欧盟委员会，要求欧
盟对西班牙加强直布罗陀地区出
入境检查、导致过境旅客滞留的问
题进行调查。 （新华）

欧盟裁定
英西直布罗陀新争端

货车侧翻撒31吨橘子
村民边抢边吃

11月15日中午12时许，连霍高
速兰州市永登县树屏镇茅茨段，一
装载有31吨柑橘的半挂货车转弯中
突然失控“侧卧”路边，车上柑橘散
落一地。虽然巡警、路政人员全力劝
解，但依然没能浇灭村民的“热情”，
此外，更有甚者在现场开始“大饱口
福”。有些村民甚至开来了自家的微
型面包车抢柑橘。（据《兰州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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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
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
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
行。 (新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单行本出版

法制

社会

记者从喀什警方获悉：11月16
日17时30分许，阿布拉艾海提等9名
暴徒持刀斧袭击巴楚县色力布亚镇
派出所，致使2名协警牺牲，2名民警
受伤。暴徒被当场全部击毙。当地社
会秩序恢复正常。 (据天山网)

新疆巴楚处置
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界经济
论坛15日发布《2014年全球议程
展望》报告，列出了2014年全球领
袖必须关注的十大趋势。

报告显示，中东和北非社会
紧张局势升级、收入差距拉大、结
构性失业、网络威胁加剧、对气候
变化不作为、对经济政策的信心
下滑、领导力价值缺失、亚洲中产
阶级扩大、特大城市的重要性增
加以及网络不实信息迅速传播是
2014年全球十大趋势。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
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这些趋势
的复杂性将决定2014年的全球议
程，这些趋势间的相互关系清楚表
明在全球层面展开合作的必要性，
如果要减轻这些趋势可能造成的负
面影响并引导其积极势头，那么必
须尽快展开此类合作。 (新华)

世界经济论坛列出
2014年全球十大趋势

学生举报院士学术造假
复旦称未发现学术不端

官方称正调查
领导子女“绕道进机关”

近日有网帖举报称，湖南省江
永县６名县级领导干部为子女伪造
在外地工作的档案，之后将其调动
回江永县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以
此规避本应该参加的统一招考。１６
日，江永县宣传部门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江永县已派出调查组，对网爆
的６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动情况
展开调查。

举报网帖称，湖南江永县６名县
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存在“绕道进人”
的现象，并列举了６名在职县领导及
其亲属的姓名。其中，聂嫔从湖南省
回龙圩管理区农业局调入江永县生
态能源局，但原单位工作经历是虚
假的。 （新华）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其导师、中
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
科医院王正敏教授涉嫌学历造假、
学术抄袭、院士申报材料造假等问
题。复旦大学回应称，经查未发现
王正敏存在学术不端，但确有学术
不规范之处，校方还将继续关注并
作出及时回应。

据了解，举报者王宇澄是王正
敏的学生兼前任助手。早在２０１２年
初，王宇澄已向校方提交过举报材
料，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随即
启动调查工作，并于今年８月形成
调查报告，同时上报中科院。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
任周鲁卫坦言，当前学术界的很多
问题确实是“历史遗留”问题，如何
面对和处理，需要学术界充分重
视、认真探讨并形成广泛共识，才
能正本清源、行之有度。（新华）

湖南湘潭恒盾集团董事长王检
忠12日从市政府大楼15层坠下身
亡，警方认定王系跳楼自杀，非刑事
案件。15日，家属表示，警方曾称找
到遗书，但迟迟未交给家属，这引得
家属不满。

15日，有媒体报道称，家属和公
司高管们认为，王检忠当日前往市
政府，是为了办理目前集团所在地
块的土地变性事宜。恒盾集团资产
管理部总经理王文军介绍，恒盾集
团位于湘潭市北二环线幸福路18
号，占地110亩。为了企业发展，恒盾
欲将这110亩的工业用地转变为商
业用地，用于金属材料市场二期工
程和林产品物流中心的开发。大半
年来，王检忠一直为这件事忙活，经
常往市政府跑，“就差政府批文了”。

王文军表示，多年来，恒盾集团
与政府的关系融洽，没有政府的支
持，企业也不会越做越大；而王检忠
为人随和，想不通他为何会自杀。

15日下午，湘潭市委宣传部新闻
科负责人陈科长表示，针对家属的质
疑和外界的疑问，除了此前的官方通
报，目前尚没有接到进一步的情况说
明，无法做出回应。 (据《京华时报》)

湖南民企老板跳楼自杀
警方未交遗书引家属不满

16日下午，据拍卖方微博消
息，编号Lot. 843的江青摄影作品

《庐山仙人洞》以10000元起拍，经
过多轮竞价，价格拉锯近十分钟，
终以34万元落槌，远远超出原先的
预估价。 (中新)

江青摄影作品
《庐山仙人洞》34万拍出

1991年，他是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县高考理科状元；1996年，他
是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2000年，
他是广州外企的高薪白领……现
在，他是长沙马王堆陶瓷市场的
一名普通保安，月工资2000多元，
他是张晓勇。

1996年大学毕业，张晓勇去
了广州一家中外合资日化企业，
希望从事产品研发。然而事与愿
违，张晓勇被分配到了客服部。

张晓勇在广州的最后一年，父
亲生病瘫倒在床。张晓勇决定回家。
回到长沙，事业也没起色。在房产公
司呆了几年，最后便在马王堆陶瓷
市场当上了保安。他也坦言，1996年
毕业后17年来，他从没有参加过大
学同学会。(据《三湘都市报》)

清华高材生
当保安月薪两千

社区妇女主任“开白条”
被改聘为临时工

近日，“金鑫”发帖称：“云南省
富源县中安镇清溪社区原妇女主
任潘凤琼‘吃空响’，向老百姓乱开
白条子。由于群众反映强烈，潘凤
琼被免去妇女主任职务，可是至今
仍按月领取工资。”

１０月１０日和２１日，网友“金鑫”曾
发微博称：“富源县中安镇清溪社区
有人吃空饷长达四五年，还向老百
姓开白条，款项进入私人腰包。”同
时配发三张图片，内容为收条，收款
人均为潘凤琼。其中一张为“收到张
小菊人民币９２４元”，时间为２００８年１２
月１日；另两张同为“收到杨春强承
包费两年２７６０元”，无收款日期。

对此，富源县相关部门调查回
应称，被举报人“吃空饷”一事不属
实，“开白条”一事部分属实，已对
被举报人进行批评教育，并明确其
不再属社区聘用干部，改聘为临时
工。 （新华）

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架小型飞
机1 4日飞行至迈阿密东南海域
时，机上一名男性乘客从2000英
尺(约610米)高空坠入海中，海岸
警卫队、达德郡警察局和消防局
均派员前往事发区域展开搜索。
官方称该乘客幸存的可能性不
大，截至发稿时仍未寻获遗体。

“我机舱的门虚掩着，一名乘客
跌落！”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记录下
飞行员当时的报告，“他(乘客)打开
了后门，就这样掉下去了。”飞机从
塔米阿米机场起飞不久，事发后安
全返回并降落。（中新）

美国一飞机未关舱门
乘客从610米高空跌落

据BBC报道，非洲国家肯尼亚
出了许多著名长跑选手，普通民众
也是善于长跑。日前，村民们竟然
徒手追捕到两头偷吃山羊的猎豹。

肯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村落的
人们以喂养山羊为生。饲养山羊的
村民说，有两头猎豹天天来村里咬
走他们的山羊，每一次最少都会咬
死一头。村里的男人想联合起来对
付这两头猎豹，于是在村里守候，
等待猎豹的出现。

村民哈桑有15头山羊被这两
头猎豹咬死，他恨透了这两头猎
豹。他组织村民追捕猎豹。猎豹天
生是短跑冲刺健将，却不擅长跑。4
名村民一共追逐了6 . 4公里的距
离。被追捕的猎豹撑不了那么长的
距离，终于因跑不动了而“束手就
擒”。村民们合力将两头猎豹捉住，
将它们交给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
部门。 (据人民网)

肯尼亚人真能跑
追6 . 4公里擒猎豹

抓到一个“坏人”。

大小“蝙蝠侠”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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