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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举办人力飞行大赛
各路“鸟人”精彩起飞

据美国中文电视报道，美国副
总统拜登在接受CNN采访时坦言，
他还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理由阻碍
自己不参加2016年美国总统的角
逐。

拜登表示，他将在2015年夏季
作出正式决定。目前，民主党内参加
2016总统选举呼声最高的是还未正
式表态是否参选的前国务卿希拉
里·克林顿。民调显示，希拉里在民
主党内支持度大幅超越拜登。尽管
共和党选情模糊，但希拉里仍大幅
领先潜在竞争对手。 (人民网）

拜登或将参与
2016总统大选

“很多人羡慕公务员，说公务
员待遇好，不过我们这些在乡镇工
作的基层公务员，能得的待遇和面
临的压力，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湖
北省人大代表、湖北蕲春县株林镇
党委书记陈菊珍说。

谈起待遇，陈菊珍语带辛酸：
“我是正科级干部，现在每个月工
资2400元；我们这里刚毕业的大学
生，工资只有1500元。大家上有老
下有小，生活都挺不容易。过去，兄
弟姊妹们羡慕我在机关工作，吃

‘国家饭’；现在，随便一个打工的
都挣得比我多。” (新华网)

镇党委书记感叹
收入不如打工的

丹麦动物园
欲电死长颈鹿喂老虎

荷兰首座
妓女博物馆开幕

荷兰首座“妓女博物馆”周四在
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开幕，以满足游
客们对于橱窗妓女们日常生活的好
奇心。

在这个规模不大的博物馆内，
一个硕大的电视屏幕播放脱衣舞表
演片断，游客们还可以观看一部反
映妓女与家人日常生活的影片。博
物馆内还展示有妓女行业数个世纪
以来的时尚和世人态度演变过程。
此外，博物馆还展示有性用具，如避
孕套、润滑剂、性玩具等。（环球）

近日，浙江省公安厅、省高级
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司法
厅联合下发《关于刑事诉讼中充分
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
浙江新规明确，辩护律师会见在押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在看
守所内的律师会见室进行。在律师
会见室被占用的情况下，经律师要
求，看守所可以安排在审讯室进行
会见，并关闭监听设备。辩护律师
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
被监听。 (新华）

浙江新规：
不能监听律师会见当事人

云南一局长“公车过年”
上级部门称是私家车

２月７日，有网民发帖称云南省
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气象局
局长赵丽芬借用其他单位公车回老
家过年，涉嫌公车私用等方面问题。

这篇名为《昆明气象官员松散
懈怠和公车私用》的帖子称，赵丽芬
长期涉嫌公车私用，今年１月２９日还
借用其他单位公车回云南怒江老家
过年，车辆牌照号为“云ＡＲ５６６Ｘ”。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赵丽芬等人还开着这
辆车到河口县旅游。记者发现，该网
帖中展示多张车辆照片，但没有上
述牌照的相关照片。

昆明市气象局回应称，云南省
和昆明市气象部门专门派出工作组
到当地详细了解相关情况，经调查
核实该车辆为一辆私家车，不属于
公车私用范畴。 （新华）

关注 万象 环球时政

江西发现汉奸通缉名册
记录430余名汉奸罪行

近日，江西省铜鼓县档案馆在
开展可移动文物普查登记过程中
发现一份民国时期广西邕宁县日
伪汉奸通缉名册，名册记载了430
余名日伪汉奸在抗日战争期间所
犯主要罪行。

据介绍，这份名册共计28页，
真实记载了当时广西邕宁县(现在
的南宁邕宁区)430多名日伪汉奸的
姓名、年龄、籍贯住址、在日伪机构
担任的职务以及其甘当汉奸期间
所犯主要罪行。 (新华)

浙江失火渔船返港
载回6船员遗体

伊朗：已派多艘军舰
前往美国周边海域

外交部驳斥美官员
涉南海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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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海军司令部周六宣布，派
遣多艘军舰前往美国周边海域。

据报道，伊朗北方舰队司令
Rezayee Haddad将军透露，伊朗军
舰已经出发，通过南非海岸前往大
西洋。他指出，伊朗海军舰队正在靠
近美国领海边界，这是对美国发出
的一个信号。

伊朗海军早前多次宣布打算派
遣军舰前往大西洋。报道指出，这是
伊朗对“美国海军入驻波斯湾做出
的回应”。 (人民网）

丹麦的动物保育活动人士试图
拯救哥本哈根动物园里的一只年幼
的长颈鹿，免于被园方“安乐死”。哥
本哈根动物园表示，无法再饲养这
只名叫“马里乌斯”的雄性长颈鹿，
因为欧盟规定不得近亲繁殖。

动物园说，因为没办法为它找
到合适的新住所，因此必须在其成
年开始发情之前将它处死。但是动
物保育人士说，将一只健康的长颈
鹿处死太不人道。哥本哈根动物园
科学负责人霍尔斯特表示，动物园
内现有的长颈鹿体内都有和“马里
乌斯”相同的基因。

霍尔斯特说，动物园准备以电
击枪处死马里乌斯，而不是注射死
亡针剂，因为那样做会污染尸体。

“马里乌斯”被处死后，动物园准备
分解它的尸体，把肉喂给老虎和其
他肉食性动物吃。 (环球)

冠状动脉疾病或始于
童年不健康生活方式

芬兰坦佩雷大学一项长达３０多
年的跟踪研究显示，冠状动脉疾病
的先兆在童年时期就已显现。如果
在童年时期不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成年后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将明显
增高。

１９８０年，３５９６名３岁至１８岁的受
试者参与了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分
别在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６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７
年对他们进行常规体检和血检。

研究结果表明，童年的饮食和
运动习惯与成年期的收缩压、胰岛
素及甘油三酯水平密切相关。童年
期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促
进成年后的心血管健康。

（新华）

江苏一镇政府搬进新大楼
20天后再搬出

“搬进新大楼没到一个月又搬
了出来，这不是瞎折腾吗！”近日，盐
城市亭湖区盐东镇居民向现代快报
反映，因为违规超标建设办公大楼
一事，该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被纪委
调查了。

记者从盐城市纪委获悉，目前，
盐城市纪委与审计部门已组成调查
组介入，对当事的党委书记和镇长
进行停职调查。

(现代快报)

浙江台州市公安边防部门提供
消息称，在海上发生失火事故的“浙
岭渔90058”号渔船，载着15名船员
和6名遇难船员遗体，于9日9时许返
回浙江省台州市温岭石塘港。

2月7日11时许，“浙岭渔90058”
号渔船在海面作业时发生火灾，造
成2人受伤，6人死亡。事故发生后，
中国海军舰艇急赴现场救援，并于8
日上午将一名重伤船员送抵舟山治
疗。据介绍，“浙岭渔90058”号渔船
为渔业冷藏运输船，其作用是为出
海捕鱼的渔船提供补给，并运回渔
船捕捞的新鲜海鲜。 （新华）

深圳一名81岁女性
感染H7N9不治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9日通报，深
圳一名81岁女性8日确诊为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已于7日因抢救
无效宣告不治，该省报告H7N9病
例死亡的人数增至13人。

深圳当天报告的该名女子家住
深圳市罗湖区，她在2月8日确诊前，
于前一天抢救无效死亡。肇庆怀集2
月 8 日 再 确 诊 一 名 1 1 岁 男 孩 为
H7N9病例，目前患者病情平稳，在
当地的定点收治医院住院。此外，深
圳市1月28日确诊的病例曾某和2月
1日确诊病例李某，肇庆市2月4日确
诊的病例欧某均治愈出院，广东已
有19例H7N9病例治愈出院。(中新)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8日就美国
务院官员涉南海言论答记者问时表
示，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是历史
形成的，并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有记者问：2月5日，美国助理国
务卿拉塞尔在美国会听证会上称，
中国根据“九段线”宣示海洋权益与
国际法原则不符，应就此作出澄清
或调整立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美方一些官员在国会
听证会发表有关言论，不是建设性
的行为。我们敦促美方拿出理性、公
允的态度，为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
繁荣发展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不
是相反。 (新华）

“正常人都不会在公众场所裸
泳、裸晒。”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罗保铭斥责近日发生
在三亚海域边的裸泳、裸晒行为。
他说这一种行为，与中国文化传统
不相符。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三亚市
大东海现外籍男子裸晒、裸游行
为，一经网络微博等新媒体传播
开，迅速引来极大关注。“当时上网
发现，某网站半天的点击量就超过
17万多。”罗保铭说，这是一种伤风
化的行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绝
不允许有这样不文明行为发生。

(中新）

海南省委书记斥责
在公共场合裸晒裸泳

2月8日，在智利城市瓦尔帕莱
索举行的人力飞行大赛上，选手乘
坐自制的人力飞行器参赛。

在当天的比赛中，参赛队伍带着
自己设计制作的各种飞行器，勇敢地
从6米高的跑道“起飞”并跳入水中，

“飞”出最远距离者将夺得冠军。（环球）

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
吴周春被调查

据广东省纪委通报，广东电网
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因涉嫌严重违
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公开资料显示，吴周春２００３年任
广东电网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９年任中国
南方电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
网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新华）

我国将积极稳妥推进
农业转基因研究与应用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报道，鏖战多年的转基因争论去年
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农业
部表示，今年，我国农业转基因研究
与应用还将积极稳妥推进，种业改
革也将同步加速。 （央广）

山西日前出台《关于党政主要
领导不直接分管部分工作的若干规
定(试行)》，着力给党政主要领导行
使权力套上“制度的笼子”。规定明
确，党政主要领导不直接分管下列
工作：干部人事工作；财务工作；工
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物资采购。

(新华)

山西：党政主要领导
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

据湖北恩施消防部门消息，受
大雪影响，8日晚9时起，出入川渝要
道沪渝高速利川段发生多起车祸，
沪渝高速双向封闭12小时堵车10余
公里，数百乘客隧道内打地铺过夜。

经高速交警、路政等部门救援
抢险疏通，9日中午，沪渝高速湖北
恩施州利川段滞留车辆全部放行完
毕，中断十余小时的沪渝高速彻底
恢复畅通。 (新华)

沪渝高速中断十余小时
乘客隧道内打地铺过夜

梅河口市公安局近日发现有人
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梅河口一家医
院因Ｈ７Ｎ９有人死亡，年龄３１岁，参与
抢救的医生已被隔离……梅河口市已
有多人被感染……”这条微博短时间
内被多位网友转发，微博阅读量迅速
攀升，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梅河口市公安局迅速核实，发
现此信息为虚假信息。经层层排查，
最终锁定违法嫌疑人刘某，并将其
抓获。警方查明，２５岁的刘某为了提
升微博知名度，伪造散布９条关于梅
河口市Ｈ７Ｎ９疫情的虚假网络信
息，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恐慌，并
被多名网友在微信和微博上转载，
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梅河口市公安局以散布谣言、谎
报疫情，故意扰乱社会秩序，给予刘某
行政拘留７日并处５００元罚款。（新华）

吉林一男子微博发布
Ｈ７Ｎ９虚假信息被拘

记者从西宁市大通县公安局获
悉，大通县多林镇吴仕庄村一家四
口灭门案因家庭矛盾引发。作案人
蔡某用刀将自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
杀害后自杀。

据警方透露，初步判断案发时
间约为8日晚。9日上午，同村一放羊
娃看到蔡家的羊关在羊圈中，而并
未像平时一样被赶上山，于是跑到
蔡某家找人。在数次敲门未有人开
门后，翻墙进入蔡家，随即看到该起
命案，立刻拨打报警电话。

大通县公安局齐局长介绍说，
蔡某为上门女婿，与妻子李某结婚
十多年，感情不和，育有一儿一女，
女儿8岁，儿子7岁。

“现场并未发现有酒瓶和酒
具。”齐局长强调，针对网络上关于
蔡某是酒后行凶的传闻不实。齐局
长介绍说，根据现场查勘，排除他杀
可能。 (中新)

青海四口灭门案：
上门女婿杀害妻儿后自杀

越南首家麦当劳开业
由总理女婿负责经营

快餐业巨头麦当劳8日在胡志
明市开设了其在越南的首家门店。
BBC报道，数百人在门店开张前排
队等候。这家门店由越南总理阮晋
勇的女婿经营。

该店面积约1300平方米，座位
350个，巨无霸售价为60000越南盾
（17 . 2525人民币）。 （凤凰）

他们是一伙经验老到的“贼”，
贪欲让他们纠集在一起，通过收看
法制节目自学成材后，利用一把小
小的“T”形扳手以撬开车窗玻璃的
方式，一次次将“黑手”伸向路边停
靠的轿车盗取车内财物。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三人辗转芜
湖、安庆、扬州、镇江等地疯狂作案20
余起，涉案价值20余万元。 (中新)

撬车大盗看法制节目
“自学成材”后作案被抓

约旦众议院 (议会 ) 8日在此
间发表声明表示，约旦议会拒绝
承认“以色列犹太国”，并强调约
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坚
定的，坚决支持巴勒斯坦民族的
合法权利，拒绝承认犹太血统的
以色列国。

约旦众议院在当天发表的声明
中强调，应在1967年6月划定的边界
框架内，根据国际法和阿拉伯和平
倡议，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具
有所有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众议院拒绝任何不包括解决所有核
心问题的最终解决。 (新华)

约旦议会拒绝承认
以色列犹太国

俄罗斯远东发生枪击事件
已致两死六伤

俄远东地区萨哈林岛当天发
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2人
死亡、6人受伤。

俄罗斯新闻社当天报道说，一
名不明身份的持枪者当地时间9日
下午袭击了萨哈林岛南萨哈林斯
克市的一座教堂，打死一名修女和
一名正在教堂内做礼拜的民众，伤
者多为腿部中枪，伤势均不严重。

报道称，该犯罪嫌疑人来自当
地一家私营保安公司，枪手已被警
方控制。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在事
发后发表声明说，嫌疑人的动机目
前尚不清楚。 (新华)

据埃及官方通讯社中东社８日
报道，埃及左翼政治团体领导人、
２０１２年总统候选人哈姆丁·萨巴希
当天在首都开罗正式宣布参加今年
的总统竞选。

目前，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
会已同意塞西参加总统竞选，但其
本人尚未宣布是否参选。 （新华）

埃及左翼政治家
萨巴希宣布参加总统竞选

英移民国务大臣
因雇黑工辞职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办公
室8日宣布，移民国务大臣马克·哈
珀因长期雇用一名非法移民而辞
职。

哈珀在给卡梅伦的辞呈中说，
2007年，他在审查这名女性移民的
背景后雇用她为清洁工。此后，他并
没有再做进一步调查，直到上个月。
哈珀2012年被任命为移民国务大
臣。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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