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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机上突发肠梗阻
飞机降落50分钟才开门

男子欲轻生不敢自杀
先杀害三人“练胆”

23日，广西柳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

执行死刑命令，依法对犯故意杀

人罪、抢劫罪的罪犯何剑执行死

刑。

何剑此前因经济拮据而对

生活悲观失望想要轻生，同时产

生了报复他人的恶念。为了先通

过练习杀人来锻炼胆量，其将一

对七旬夫妇在内的三人残忍杀

害。 中新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听取55家重要国企巡视报告

近日，有网友发文称，乘坐

南航飞机时突发肠梗阻，但飞机

落地后接近50分钟舱门才打开。

对此，中国南方航空官方微博23
日发文表示，作为航空承运方，

南航向这位旅客表达歉意。

说明称，南航已经与该位旅

客取得联系，将派人专程登门看

望该旅客并致歉。南航表示，经

初步了解，CZ6101航班当天落地

滑行至滑行道时，飞机刹车系统

出现故障不能继续滑行，等待拖

车拖行至停机位之后开启舱门，

南航将进一步查明原因。 人民

公安大学学生雪中训练
男生赤膊女生着短袖

11月2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

局暨打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

公室发布了一张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学生雪中训练的照片，笑称

“公安大学的孩纸们，你们这么

顽皮，你们的女盆友造吗？”

从图片上看，公安大学的男

生们正在雪中锻炼，赤膊在雪地

里做俯卧撑仰卧起坐。其中还有

一个短发女生，穿着短袖一起参

加。 凤凰

关注 社会 法制 万象 环球

11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决定》、《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党校工作的意见》，

听取关于巡视55家国有重要骨干

企业有关情况的专题报告。

会议强调，管党治党根子在

党委、关键靠担当，各级领导干部

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做到敢管敢治、严管严治、长管长

治，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

坚持依规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尊崇党章、

敬畏党纪，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对党绝对忠诚是最重要的

政治纪律，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

本的政治责任，守住纪律底线是

最基本的政治要求。 新华

李克强会议间隙见安倍：
关系改善要看日方是否守诺

23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

李克强总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在吉隆坡交谈事答记者问时

确认，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

议间隙，李总理与安倍首相进行

了简短交谈。

李克强当时表示，中日关系

近来有所改善，这符合两国人民

的利益。但这种改善势头仍然脆

弱，能否持续下去，要看日方是

否切实遵守承诺。日方应多说有

利于增进两国相互理解的话，多

做有利于改善两国关系的事，以

免影响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和

发展。 新华

贵阳保障房闲置问责
忽悠记者的局长被免职

23日，贵阳市委、市政府研究

决定，启动对保障房因配套设施

滞后导致不能如期竣工投用问

题问责程序，免去刘朱贵阳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局长职务，按法定

任免程序办理。

此前有记者试图就保障房

建设问题采访刘朱。得知记者采

访的意图后，他不但回避问题，

还试图隐瞒身份，“你们搞错了，

我不是局长，我就是过来看工作

图的。” 央广

乘客忘在车上一箱黄金
郑州一出租司机为之寻主

21日晚上8点多，河南郑州

出租车司机陈传涛收班前在后

备箱发现一个紫色行李箱。他也

想不起是哪位乘客的箱子，便将

之交到了自己所在的郑州康乐

出租车公司。大家把箱子打开

后，发现里面有数万元现金和价

值10万多元的黄金制品。

陈师傅说，11月21日晚至22
日，他们通过郑州当地多家广播

电台寻找失主，但没有找到。希

望真正的失主看到报道后，拨打

郑州康 乐 出 租 车 公 司 的 电 话

0371-63810049联系。 大河报

劫匪抢车逃跑撞死3人
被抓后遭市民棒打

23日9时许，广东顺德发生

一起持刀抢劫汽车警情，嫌疑人

驾驶抢到小货车逃窜，逃跑中与

一辆摩托车和小面包车发生碰

撞，其间共造成7名群众受伤，其

中3人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疑犯当场被制服后，一市民

找来棒子对之痛打，被民警劝

止。 南方都市报

河北国资委原主任周杰受审
曾索贿齐白石画作

23日，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河北省国资委

原主任周杰涉嫌受贿案，检方起

诉周杰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

物。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择日

宣判。

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

书中指出 ，经 依 法 审 查 查 明 ：

2006年至2014年，周杰利用担任

河北省国资委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党委书记、主任等职务上

的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财物，

共计折合人民币2329 . 39万元，

其中包括价值310万元的齐白石

画作《牵牛蚱蜢横披》。 新华

河南工商联副会长杨清河
被刑事拘留或涉非法集资

22日，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经审议和表

决，决定许可公安机关对河南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河南省

工商联副会长杨清河采取刑事

拘留措施。

多方信息显示，杨清河被采

取刑事拘留措施，或与河南超越

企业集团涉嫌非法集资有关。

2011年以来，该集团深陷民间借

贷“泥潭”，债务由22亿元膨胀至

40多亿元，至今无法偿还，涉及2
万余人。 新华

有两千年历史的文物
竟在网上99美元起拍

今年1月，一份近2000年历

史的《圣经·新约》手稿在美国一

家购物网站上公开拍卖，起拍价

仅为99美元。英国《每日邮报》22
日报道，这份手稿仅信用卡大

小，年代据信为公元250年至350
年，上面用希腊语写有6行文字，

是《新约》中《约翰福音》部分。

这份手稿拍卖时，被美国得

克萨斯大学研究早期基督教的

学者杰弗里·史密斯发现。他认

为这种文物“不应在网上出售，

这样会被私人收藏家购买，然后

藏起来”。史密斯随后联系手稿

卖家，要求停止拍卖，以研究这

份手稿。卖家答应了他的要求。

新华

荷兰驻苏丹女大使
履赌约横渡尼罗河

荷兰驻苏丹大使苏珊·布兰

克哈特21日履行赌约，成功横渡

尼罗河。

为提高人们对尼罗河游泳

安全的意识，提升妇女社会地

位，这名现年63岁的女外交官先

前在社交网站“脸书”上与网友

打赌，只要使馆的“脸书”账户获

得超过一万个“赞”，她就横渡尼

罗河。结果没多久就达标了，大

使馆于是联合两家慈善机构组

织渡河活动。 新华

据日本电视台11月23日报

道，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的靖

国神社23日上午10时左右突然

传出爆炸声，来自日本警方的消

息称，爆炸现场有两枚爆炸物，

其中的一枚发生爆炸，另一枚未

引爆。发生爆炸的地点位于靖国

神社南门一处洗手间内。来自东

京消防厅的消息称，洗手间的天

花板及墙壁在事件中受损。大火

已经被扑灭。

报道称，日本警视厅认为该

袭击事件旨在针对靖国神社。由

于仍存在一枚未引爆的爆炸物，

日本警方出动拆弹组进入现场。

环球时报

日本靖国神社发生爆炸
洗手间天花板受损

阿根廷22日举行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反对派“变革”竞选

联盟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战

胜左翼执政联盟“胜利阵线”候

选人丹尼尔·肖利，当选阿根廷

总统，任期四年。

因为父亲佛朗哥·马克里是

阿根廷首富，因此马克里主要是

协助父亲打理家族生意。1991
年，他曾遭绑架，家人交出600万
美元赎金后获释。1990年代，他

还一度丑闻缠身被控走私，但后

来洗清了罪名。 新华

阿根廷首富之子当选总统
曾遭绑架一度丑闻缠身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一个公

园22日晚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

方说至少有10人受伤。据警方消

息，枪击案发生在晚上7时左右，

当时有约500人聚集在案发公园

拍摄一部音乐短片。

有目击者告诉媒体，至少有

两名持枪者向人群开枪。另有目

击者说，枪击案发生后，看到多

人倒在路边。也有媒体报道说，

案发后至少有16人被送往医院。

新华

美新奥尔良市枪击案
致多人受伤

又一只北方白犀牛去世
现在全世界只剩3只了

23日，美国圣地亚哥野生动

物园里的一头北方白犀牛被实

施安乐死。41岁的母犀牛诺拉，

在圣地亚哥野生动物园已经27
年，患有严重关节炎。因为臀部

溃疡引发细菌感染，诺拉十天前

动过手术，不过几天后情况恶

化，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兽医最

终决定让它安乐死。

随着诺拉的离开，现在全世

界只剩下三头北方白犀牛，都在

肯尼亚保护区，且都年事已高。

因为盗猎，这个物种离灭绝真的

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日报

贵州毕节9岁留守儿童
在河边玩耍遭电击身亡

11月21日14时左右，贵州省

毕节市七星关区鸭池镇一9岁留

守男童徐童(化名)，在河边玩耍

时遭到电击，不幸身亡。据了解，

徐童家庭贫困，父母常年外出打

工，家中还有6个姐姐。该案件已

移交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刑侦

处进行办理。 新华

大二女生宿舍内猝死
死因成谜

11月19日，东南大学南京江

宁九龙湖校区的大二女生、19岁
的朱歌被发现在宿舍倒地，脸色

苍白。约半个小时后，赶至的120
医生发现，朱歌已没有生命迹

象。记者从警方处获悉，对于朱

歌的突然离世，公安机关已排除

了他杀。11月23日，朱歌的家属

接警方通知，尸检的结论是猝

死。 综合

两企业不执行环保处罚
8万元罚款变百万

近日，河南省环保厅公布了

一批企业违规排污的典型案例。

河南鹤壁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化

工分公司和河南李固特种水泥

有限公司被发现违法排污，被要

求停止排污并处罚金，然而两家

企业却拒不改正继续排污，最终

受到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的

重罚。最终，两家企业的罚金由

原来的8万元，分别变为200万元

和152万元。 新华

记者从青岛市李沧区法院

获悉，青岛市公安局反恐支队原

支队长赵敏受贿案一审已于10
月22日宣判，赵敏犯受贿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

法院认定赵敏受贿金额共

计444 . 83万元，其中为涉黑团伙

头目聂磊请托的人员在公安内

部职级晋升中提供帮助，先后多

次收受聂磊给予的崔子范和范

增字画6幅，价值242 . 18万元。

“建国以来青岛最大的黑社

会组织头目”聂磊2010年被抓

后，引发青岛警界持续震荡，已

导致超过50名官员落马。其中，

包括青岛市公安局原局长王永

利，原副局长杨加平、姜集喜以

及青岛市政法委原常务副书记

王延球。 综合

青岛“黑老大”聂磊案余波：
原反恐支队长受贿获刑

湖北省纪委监察厅近日通

报，该省一地市的正处级干部张

某某，原办公室面积为90余平方

米，含有接待室、休息室和洗漱

间。2013年9月，当地开展超标办

公用房的专项清理，担任局党组

书记、局长的张某某搬到隔壁一

间符合标准的办公室，但同时设

置一道暗门通向原办公室。原办

公室虽然挂有“阅览室”牌子，但

没有真正作为“阅览室”向职工

开放，只是摆放了少量书籍资

料，实际使用人仍为张某某。

目前，张某某已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处分，并被责令腾退超标

准使用的办公用房。 新华

官员办公室私设暗门
面积严重超标受处分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金

泽海上保安部21日透露，石川县

轮岛市门前町附近海域近日出

现 3艘倾覆漂流的不明国籍木

船，共发现10具成年男性尸体。

据海保等部门透露，3艘船

长度均为12米至14米。两艘的船

身上写有朝鲜语文字，船内堆积

着渔网;其中1艘为平底船，使用

了沥青状黑色涂料，具有朝鲜渔

船的特征。虽然船上写有“朝鲜

人民军”等字样，但海保认为这

是普通渔船而非军用船。

中新

幽灵船载10尸漂至日本
写有朝鲜语文字

英媒22日报道，因苏格兰海

域出现疑似俄罗斯潜艇，英国出

动军机和护卫舰执行搜索任务，

并请法国和加拿大支援。

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疑

似潜艇已经在相关海域出现多

日，英国担心俄方可能借此监视

英方战略核潜艇，出动了“萨瑟

兰”号护卫舰和一艘反潜潜艇，法

国方面则根据英方请求出动一艘

大西洋2号海上巡逻机执行搜索，

行动已持续至少10天。 新华

苏格兰海峡现疑似俄潜艇
英法加三国共同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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