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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通承认
“快件面单信息倒卖”属实

针对近日网络上热传的“快件
面单信息倒卖”事件，圆通速递22日
晚发布声明称，已依法向公安部门
报案，并已采取多种自查和进一步
防范措施。

随着快递业务量越来越大，快
件面单信息泄露甚至被兜售的事件
时有发生，甚至已形成了一条“灰
色”产业链。

圆通速递声明就“快件面单信
息倒卖”事件向消费者致歉，并表示
已迅速开展公司内部全面排查，寻
找信息泄露源头；同时，已启动信息
系统全线预警，提升快件信息安全
管理等级，排除隐患。此外，还迅速
联合业务合作伙伴，展开信息系统
接口互查。 （新华)

浙江再增1例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浙江省卫生厅23日通报，浙江省
新增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

这也是浙江自今年10月以来报
告的第二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

患者陈某某，男，67岁，务农，现
居嘉兴市秀洲区。于10月16日发病，
现在嘉兴某医院治疗。

经浙江省疾控中心复测，该患者
标本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核酸
阳性。嘉兴市组织专家对患者的临床
表现、流行病学资料和实验室检测结
果进行讨论，诊断为人感染H7N9禽
流感确诊病例。目前，该患者病重，医
院正在积极救治中。 (新华)

英国王室定于23日为7月出生的
乔治王子施洗礼，届时王室一家人将
拍摄久违的四世同堂照。

洗礼地点定在伦敦圣詹姆斯宫
内的小教堂，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王
储查尔斯、乔治的父母威廉王子和凯
特王妃到场。

洗礼仪式不对公众开放，只有威
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两家至亲参加。法
新社评述，这些照片将具标志性意义，
因为它们展现王室四世同堂的场景。

英国王室上一张四世同堂照拍
摄于1894年。当时，日后登基的爱德
华八世接受洗礼，曾祖母女王维多利
亚、日后相继登基的祖父爱德华七世
和父亲乔治五世到场。 （新华)

英王室将拍四世同堂照

据朝中社23日报道，朝鲜外务
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说，行动对
行动是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基
本原则，朝鲜单方首先行动“绝对
行不通”。

发言人说，朝鲜一直真诚努力
希望通过对话和谈判保障朝鲜半
岛的和平稳定，为防止紧张局势激
化出现恶性循环而表现出了最大
限度的自制力。发言人说，美方称
如果宁边核设施重启就违反了国
际义务和公约，误导舆论以为朝鲜
半岛无核化就是朝鲜弃核。朝鲜半
岛无核化是朝鲜政府一贯的政策
目标，但并非朝鲜单方面弃核，其
基础在于通过同时行动完全消除
外部对朝鲜半岛的实际核威胁，使
朝鲜半岛成为无核武地区。

发言人强调，无论过去还是现
在，行动对行动是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的基本原则，朝鲜单方首先行
动的事情“绝对行不通”。（新华)

朝鲜拒绝单方首先行动
解决半岛核问题

韩国政府23日强烈抗议日本政府
上传主张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的视
频，并要求日方立刻删除该视频。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当天就此发
表评论说，日本外务省制作主张拥有
独岛主权的荒唐视频并将其在官网
和其他网站上广泛传播，企图损毁韩
国对独岛的主权，韩国政府对此表示
强烈抗议并要求日方将其删除。

评论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意
识到这种歪曲历史并带有时代性
错误的挑衅行为将是阻碍韩日关
系发展的重大不利因素，能够从历
史错误中吸取教训，从而展现出认
真负责的态度。韩国政府希望日本
政府打消有关独岛领土主权归属
问题的无谓主张。 （新华)

韩国要求日本
删除主张独岛主权视频

时政

习近平：
工会干部要成工人“娘家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3日上午在中南
海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
子成员集体谈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工会要竭诚为职工群
众服务，切实维护职工群众权益，不
断焕发工会组织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党的
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应该成
为工会工作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
线。工会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更
多到职工群众中去，依靠职工群众
开展工作，使工会组织真正成为广
大职工群众信赖的“职工之家”。

习近平强调，工会干部要加强学
习、增强本领，努力把自己锤炼成听
党话、跟党走、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
人”。 （新华)

原杭州市委书记
任中宣部副部长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消息，10月19
日上午，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到中
国国家博物馆参观“青春万岁——— 王
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展”。中国作家协会
主席铁凝、中宣部副部长黄坤明、博物
馆馆长吕章申陪同参观。这是原浙江
省委常委黄坤明在卸下杭州市委书记
职务后首次亮相官方媒体报道，其新
职务也首次得以披露。

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
库资料显示，黄坤明是中央候补委员，
日前刚刚卸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

（新华)

关注

广汇能源质疑者被刑拘

一名韩国政府官员22日向韩联
社透露，时隔13年后，朝鲜可能将在
近期再度召开朝鲜人民军中队长(相
当于中国军队中的连长)及中队政治
指导员大会，该官员预测本次大会可
能有2万人参加，规模有可能是历史
上最大的。

透露消息的韩国官员表示，这是
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金正恩
就任后首次召开中队长及中队政治
指导员大会。而上次召开这样的大
会，则已是13年前的2000年。韩联社
分析认为，朝鲜召开此次大会可能是
为了重振军队纪纲，提高整体士气和
基层官兵的忠诚度。韩联社称朝鲜媒
体并未报道大会的具体日期，但根据
报道内容预计会在本周内举行。

（环球）

朝鲜人民军
2万名连长将开大会

10月23日20点10分，一列在青藏
铁路格尔木站停留的空客车车底发
生溜逸，与停在站外的7581次旅客列
车相撞，截至目前，事故没有造成人
员死亡，有4名旅客受伤，已被送往医
院治疗，无生命危险。事故原因正在
调查之中。 （央视)

青藏铁路两辆火车相撞
致4名旅客受伤

经适房小区墙体上画假窗
遭网友调侃“神笔马良”

22日，一则湖北省公安县通过“红
头文件”向乡镇摊派卖烟酒任务，致
使许多乡镇干部无心工作的消息广
为传播。当地回应称，将撤销不当文
件，并迅速整改规范烟酒销售行为。

网传消息称，公安县向乡镇摊
派销售产自湖北的烟和酒的任务。
其中，曾以公安县卷烟市场整顿工
作领导小组名义印发文件，要求全
县销售卷烟必须达到25100箱。文件
附有销售计划任务分解表，明确了
各个乡镇应该完成的销售量，销售
情况跟绩效考核和镇村干部的工资
挂钩。摊派下来的这些烟和酒，成为
许多村里的沉重负担，部分村组每
年要拿出一笔钱来填补销售烟酒产
生的亏空。 （新华)

湖北发红头文件
摊派卖烟酒任务

山西致10人死亡的煤矿透水事
故问责情况有了最新进展，记者23
日从山西省煤炭工业厅获悉，发生
事故的煤矿矿长已经撤职，且终身
不得再担任煤矿矿长职务。

据山西煤矿安全监察局报告显
示，9月28日3时10分，山西省吕梁市汾
阳市境内，山西焦煤集团汾西矿业公
司正升煤业公司东翼回风巷发生透
水事故，12人被困井下。经过连续11天
的紧张救援，井下12名被困人员中2人
获救生还，10人不幸遇难。 （中新)

山西煤矿透水致10人死亡
原矿长终身不得再任矿长

10亿押金去向被质疑
一卡通公司称
押金用于卡片发行

这两天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北
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又被质疑

“总额超10亿”的一卡通押金“去向成
谜”。昨天晚上，一卡通公司给记者
发来说明，回应了一卡通押金去向，
称押金主要用于卡片发行，并得到
财政、审计和人民银行的各层监管。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市政
公交一卡通发行总数已达5400万
张，按每张押金20元计，共有超过10
亿元的押金“去向成谜”，而且“公交
卡押金如何使用也需要给公众一个
说法”。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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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检察院23日向记者
通报，因涉嫌滥用职权和受贿罪，湖
南省衡阳市下辖的常宁市副市长谢
阳当被检方批准逮捕。

据介绍，谢阳当案由衡阳市人
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立案侦查，
在经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审查后决定
予以逮捕。

检方侦查发现，现年48岁的谢
阳当在担任常宁市副市长及兼任该
市青阳北路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期间，超越职权，违法决定为某房地
产开发公司免除因土地规划调整而
应补缴的土地价款，为该公司谋取
不正当利益，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
损失。在此期间，犯罪嫌疑人谢阳当
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目
前，该案尚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新华）

湖南常宁市副市长
谢阳当被逮捕

记者从西安市火炬路事故现场
了解到，23日17时左右发生的爆炸
事故未造成人员死亡。

参与现场救援的西安市消防官
兵介绍说，下午4时52分，有人报警
称西安市火炬路碑林动漫产业园内
发生爆炸。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发
现，发生爆炸的是火炬路某制药厂
一栋10层楼的2楼，楼体有坍塌、窗
户玻璃有震碎，但在现场没有发现
人员死亡。目前有群众称，仅有个别
人员受轻伤，已被送往医院。

记者看到，发生事故的楼房明
火已经扑灭，一二楼损坏较为严重。
警察对事故现场进行了隔离，消防
官兵已经撤离。 （新华）

西安火炬路爆炸事故
未造成人员死亡

22日下午，云南晋宁县公安机
关在晋城镇依法传唤2名嫌疑人后，
引发广济村村民聚集，现场工作人
员和途经该地的公务人员遭村民堵
截，参与现场处置的警务人员被村
民围攻，30余辆公务车被打砸，致26
名公安民警和1名协警不同程度受
伤。

23日中午，被围困的人员已全
部安全离村。

云南晋宁传唤嫌犯
引发群体性事件

西安3官员涉嫌贪污
被羁押数月工资仍照发

因涉嫌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西
安市长安区农业局原财务科科长赵
某某、扶贫科副科长闫某、调研员查
某某相继被抓，并已羁押数月。但知
情人爆料，截至目前，三人工资仍在
照常发。 （据《华商报》）

位于青岛市市北区宜昌路和兴
隆一路的宜昌美景小区，是一个经济
适用房高层小区，在靠近宜昌路一侧
的三座楼体上，整齐地画了很多“窗
户”，但是仔细一看，居然是绘画作
品，日前被市民网友赞为有才，是当
代的“神笔马良”。

网友调侃：经济适用房也不带
这么玩儿的吧。（据《中国日报》）

男青年张某自己投资、创业却
屡尝败绩，炒股赔钱，开网店也赔
钱，在资金周转不过来时，他用多
家银行的信用卡透支提现37万余
元。日前，张某在北京西城法院出
庭受审。

检方指控称，2008年至2011年
间，张某先后申办了多家银行的信
用卡，后透支消费、提取现金。截至
今年4月，欠款本金共计37万余元，
经银行信用卡中心多次催收后三
个月内仍拒不归还。西城检察院认
为，应当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据《北京晚报》)

男子办20张信用卡
透支37万

日前，南京一名男子在经过雨
花路和应天大街交叉口处的火车道口
时，低着头专注看手机，连火车鸣笛声
都没听到，行驶过来的火车贴身而过，
男子受惊倒地，幸好没有受伤。

随后，火车也紧急停下。记者从铁
路部门了解到，这次事故导致火车在
现场停留了18分钟，宁芜线多趟列车
进站时间受影响。（据《现代快报》）

男子低头玩手机
过铁道口“逼停”火车

日前，黑龙江公务员考生方虹(化
名)向国家公务员局、国家卫计委和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分别发出快递，
申请信息公开。该申请被发到网上，引
发关注。方虹要求公开的信息是针对
一项政策的说明：公务员录用体检中
TPHA检测阳性，RPR检测阴性，确诊
非梅毒患者或梅毒已治愈，是否予以
录用。

这个本来清晰的问题正让她感到
困惑，在所报考职位中成绩排名第一
的她，因为梅毒遭到了用人单位的拒
绝。而方虹提供的自检结果却显示，她
被确定并非梅毒患者。出现这个局面
源自检测方式的不同。

一些接受记者采访的医生表示，
TPHA检测法配合另一种检测方法
RPR呈阳性，才能确诊梅毒患者。事实
上，在中国目前公务员的体检标准和
操作中，因为前一检测结果即遭淘汰
的情况并非个案。（据《南方都市报》)

黑龙江公考第一名

体检有“梅毒”被拒

据报道，近来一位俄罗斯亿万富
翁为了帮助女友戒烟，特意为她精心
准备了一份极其奢华的生日礼物———
价值55万英镑(约合人民币543万元)
的钻石电子香烟。据悉，这款电子香烟
的订单是由一家总部位于英国的俄罗
斯石油公司的老板匿名发出。

目前买家的身份还没有曝光。
有人猜测这笔订单来自著名的俄罗
斯富翁、英超豪门切尔西足球俱乐
部老板——— 罗曼·阿布拉莫维奇;但
也有观点认为阿布并非买家，因为
他的公司总部不在英国。（环球)

俄富豪赠女友奢华电子烟
镶246颗钻石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日前表示，
2至3年内全国法院人民陪审员数
量将增至20万左右，工人、农民、进
城务工人员等群体比例将提高，并
切实解决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
审而不议”等问题。

周强表示，要规范人民陪审员
选取机制，注意克服“长期驻庭”和

“编外法官”现象，改进人民陪审员
参审机制，强化法官的法律指引和
告知义务，坚决支持人民陪审员依
法履职，切实解决“陪而不审、审而
不议”等问题。 （据《新京报》)

最高法拟解决陪审员
“陪而不审”问题

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央视财
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连续播出
三星部分型号手机涉嫌设计缺陷导
致频繁死机，以及三星公司在维修
售后服务环节，对中国消费者进行
不公正待遇的报道。节目播出后，引
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昨天下
午三点半，三星公司正式通过央视
财经频道向中国消费者致歉并发布
企业整改声明。 （央视)

三星向中国消费者道歉
7款问题机型延保一年

经济
坚持质疑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问题的网络匿名人士“天地侠
影”失踪一事终告下落。拘留意见书
显示，“天地侠影”真名为汪炜华，因
涉嫌“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
信息”,被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时间为10月12日下午三点，现羁
押在乌鲁木齐市天山看守所。

根据“天地侠影”在社交媒体上
的自我介绍，他自称为中国股市的投
资者和研究者，在大学工作，曾留学
墨尔本大学，投资澳洲能源行业多
年。自2012年10月20日开始，“天地侠
影”针对广汇能源的财务问题进行了
一系列质疑。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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