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智能手机的流行，自拍越
来越普遍。一名墨西哥男子日前想
持枪自拍时，不料该枪已经上膛，
结果意外打死自己。

据香港《东方日报》8月4日报
道，墨西哥21岁男子阿吉拉尔向来
喜欢自拍，不时在社交网站上上传
他与跑车、电单车、美女的合照。然
而，阿吉拉尔日前问人借了一支枪
用来自拍，但他没有意识到该枪已
经上膛，意外开枪射向自己的头
部，送院抢救途中不治身亡。(中新)

男子欲持枪玩自拍
意外将自己打死

德国《南德意志报》３日报道，
受乌克兰问题影响，德国政府已经
决定取消与俄罗斯签订的一份军售
合同，不再帮助俄罗斯军队修建设
施完备的训练营。这份合同金额达
１亿欧元，在克里米亚地区今年３月
宣布并入俄罗斯后，德国决定暂停
执行合同。俄罗斯曾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德国作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受到
了美国的压力。 （新华）

德国取消与俄罗斯
军售合同

国际文传电讯社４日报道，俄
罗斯空军当天开始在俄中部和西部
地区展开为期４天的军事演习，共
有１００多架军机参加。路透社报道，
此次军演靠近乌克兰边界，俄罗斯
意在借此展示军力。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俄空军发
言人伊戈尔·克利莫夫的话说，此次
军演是俄军组织的系列演习之一，
旨在加强俄军的协调能力。

克利莫夫介绍，参演军机的型
号包括苏－２７和米格－３１战斗机，
苏－３４轰炸机，以及米－８、米－２４
和米－２８Ｎ直升机。

（新华）

记者４日从宁夏回族自治区纪
委获悉，宁夏国资委原主任黄宗
信，宁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
成员、派驻纪检组长黄继红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新华)

宁夏两名厅级干部
涉嫌严重违纪被查

俄100多架军机
在乌克兰边界附近军演

女大学生抚摸大猩猩
被咬断手指

据墨西哥《至上报》报道，当地
时间8月3日，墨西哥一名兽医专业
的大四女学生在墨西哥城一家动物
园内做社会服务时，因为将手伸进
笼子里抚摸大猩猩，而被咬断手指。

据悉，当天早上8点40分左右，
这名女学生正在查普尔特佩克动物
园进行社会服务，事发时她将手伸
进了关大猩猩的笼子，并温柔地抚
摸猩猩的脸，然而这一举动引起了
大猩猩的恐慌，并咬住了女大学生
的手。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试图让猩
猩松嘴，但是情况却变得更加紧张。
当猩猩最终松开嘴时，女大学生失
去了自己的中指。随即，她被紧急送
往当地医院。

目前，女大学生仍在医院接受
治疗，病情已经稳定。（国际在线）

女子患癌症列遗愿清单
康复后为圆梦坠马身亡

据外媒报道，英国女子杰拉尔
丁于4年前被诊断患上乳腺癌。经
过4年化疗，她成功战胜了病魔。但
人算不如天算，杰拉尔丁本想把握
人生，完成自己在患癌症时列出的
遗愿清单上的项目，但却在实践这
一清单时因意外身亡。

7月底，杰拉尔丁与友人一起
前往威尔士南部策马驰骋，但期间
不慎摔倒，头部着地。虽然杰拉尔丁
佩戴了头盔，但送医后仍伤重不治。
她敌得过癌症，但却没能躲过意外，
最终留下丈夫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儿
子。 (中新)

美国百万富翁炫富
“世界最昂贵衣柜”被盗

据外媒4日报道，拥有世界上
“最华丽的衣柜”的美国著名百万富
翁被盗，价值人民币60万元的物品
全部“失踪”。

据报道，美国白手起家的女企
业家特丽萨拥有一个3层的华丽衣
柜，该衣柜的华丽程度可与名牌百
货商店媲美。

据悉，特丽萨的衣柜是一个“时
尚粮库”，其中有皮鞋、提包、腰带、
手表等多样的高价物品。最近，这一

“世界上最昂贵的衣柜”公开于众，
受到了人们的羡慕。但是“见物生
心”，该衣柜被公开后，小偷潜入这
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家，盗窃了100
万美元和价值人民币60万元的物
品。 (中新)

西湖武松墓遭喷红漆
警方表示已锁定嫌疑人

４日上午，有杭州市民发现西
湖多处景点的说明牌、楹联等处被
人喷了红漆，其中包括苏小小墓、武
松墓，断桥残雪等景点。

记者从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
管委会了解到，西湖沿岸的北山路
上有１２处景点被喷红漆，目前对红
漆已经处理完毕。

杭州警方也表示，已经调取监
控，基本锁定作案嫌疑人。（新华）

记者4日从最高检获悉，内蒙
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案件审理
室原主任沈佳（副厅级）涉嫌受贿案
8月1日移送审查起诉。目前，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已依
法向犯罪嫌疑人告知了相关权利义
务，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内蒙古纪委一主任
被移送审查起诉

外交部：
中国应对周边海上事态
反应是适度有限的

4日下午，面对参加中国记协
“新闻茶座”的100多名中外记者，
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易先良详解中
国周边海上热点。

中日钓鱼岛争端，中菲南海争
议，越南非法强力干扰“981”钻井
平台作业……媒体近期对中国周边
海上形势持续关注。对此，易先良指
出，中国周边海上总体是和平稳定
的。发生的个别事件，存在着被夸
大、被炒作、被泛政治化的情况。

“事件的起因都不在中方。中方
被迫作出了适度的、有限的反应。”
他说。 (新华）

全国道德模范、安徽省六安市
人大代表何涛因涉嫌买卖国家机
关证件罪，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
已报请许可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何涛是六安市裕安区妇幼保
健所的护士。2004年，19岁的上海
姑娘何涛与六安农民工侯灿相识
并热恋。2005年一场突发车祸致侯
灿瘫痪，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何
涛守在侯灿身边，每天俯身对他说
话。2006年在何涛照理下，侯灿病
情逐渐稳定，她毅然来到侯灿老家
落户，愿当“拐杖”，护理下半身瘫
痪的侯灿，养育她和侯灿的孩子，
伺候半身偏瘫的婆婆。2009年9月，
在第二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中，她被评为“孝老爱亲”全国道德
模范。 (中安在线)湖南省靖州县官方4日对外透

露，3日凌晨，靖州县李某等20余名
社会闲散人员聚众冲击该县公安局
飞山派出所办公楼，并打伤2名当事
人，砸坏派出所大门。公安机关迅速
出警处置，在追捕过程中，民警两次
鸣枪示警后，李某转身扬起伸缩警
棍攻击民警。一民警果断射击，将李
某的左肩贯穿击伤，民警共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11名。 (中新)

20余人冲击派出所
警察开枪还击抓11人

昆山爆炸事故被判定
为重大责任事故

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爆炸特别重大事故调查组组长、
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4日表
示，根据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初
步掌握的情况，涉事企业问题和隐
患长期没有解决，粉尘浓度超标，遇
到火源发生爆炸，是一起重大责任
事故。

2日发生的江苏省昆山市中荣
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抛光车间粉尘爆
炸特别重大事故，目前已造成75人
死亡，185人受伤。记者4日从国家
卫生计生委获悉，截至8月4日12
时，各医疗机构共收治江苏昆山

“8·2”爆炸事故伤员192人，其中8
人因伤情极其严重，经全力抢救无
效死亡。

(新华)

据越南“年轻人在线”网站报
道，越南政府近日签发命令，从9月
15日起，越南渔政监管部队管辖下
的所有船只都将配备武器。渔政部
队人员将配发手枪、冲锋枪和子
弹，渔政船只将配备轻机枪、机枪、
14 . 5毫米口径机枪和子弹。中国海
洋发展研究会研究员郁志荣3日告
诉记者，渔政船配备武器违反国际
惯例，越南此举是心虚的表现。郁
志荣说，如果越南这一规定开始实
施，必须提醒中国渔民保持高度警
惕。 （《环球时报》）

越南渔政船下月起
将配发机枪

省级巡视已覆盖
1214个地区和单位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3日发布消
息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照中
央要求，围绕“四个着力”，加大巡视
力度，扩大巡视范围，发现问题，形成
震慑，截至今年6月，均部署开展了巡
视工作，共派出208个巡视组对1214
个地区和单位进行了巡视。（新华）

工商总局正告微软
不得阻碍反垄断调查

国家工商总局专案组４日对微软
全球副总裁玛丽·斯纳普女士一行进
行反垄断调查询问。工商总局正告微
软公司要严格遵守中国法律，不得以
任何方式干扰、阻碍案件调查，保证
案件调查的客观公正。

微软公司承诺遵守中国法律，
全面配合工商总局的调查工作。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规定，工商总
局专案组７月２８日对微软公司在中国
内地的四个经营场所，即微软（中国）
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广州、成都的分
公司同时进行反垄断突击检查。案件
目前正在调查中。 （新华）

4日，记者在东阳市政府见到
正在办公的副市长陈军，在向其询
问关于吴英案的情况时，陈军表示
不接受媒体采访，“相关问题请咨
询东阳市新闻办”。

6月5日，东阳市政府曾牵头组
成了“吴英案资产处置小组”，“资
产处置小组”由东阳市副市长陈军
担任组长。此前，吴英委托代理人
蔺文财称吴英曾向上级纪检部门
举报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涉嫌受贿，
东阳官方7月26日回应称，吴英案
中，东阳市副市长陈军未涉及受贿
问题。陈军已就吴英、蔺文财诬告
一事向公安部门报案，有关部门已
着手调查。

在陈军表示不接受媒体采访
之后，记者就陈军“清白”调查报告
何时公布，如何证明陈军副市长

“清白”等问题联系了东阳市新闻
办，对方表示，有进一步消息会对
外发布。

东阳市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陈军副
市长近日一直正常上班，没有受到
案件的影响。除了必要的外出，基
本都在办公室。 （《新京报》）

东阳副市长一直正常上班
拒回应吴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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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生意人报》8月4日
消息，超过430名乌克兰士兵于8月
4日向俄罗斯边防军提出庇护请
求，俄罗斯方面为该批士兵打开“人
道主义走廊”。

据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罗斯托夫
州边防军代表瓦西里·马拉耶夫称：

“4日凌晨，438名乌克兰士兵向俄
罗斯边防军提出庇护请求。”他提
到，其中有164名为乌克兰国家边
境服务局工作人员。

俄方为该438名士兵打开“人
道主义走廊”，允许其进入俄罗斯境
内。 (环球网)

家境贫寒的赵某靠人资助读完
大学后，谎称自己在中央国家机关
工作，以“办事”为名８年内诈骗资
助他读书的好心人，包先生１０００余
万元。记者４日了解到，目前赵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刑事拘留。

２００８年，包先生想承包北京市
怀柔区一块地皮，赵某称可以找中
央领导协调解决，索要５００万元的

“活动经费”，而在帮包先生的两个
朋友办理工作调动时，赵某还索要
了近１５０万元的活动经费。在８年的
时间里，包先生委托赵某办理多件
事情，给了他１０００余万元，但赵某
收了钱后，却一直找各种理由推脱，
直到２０１４年，包先生向警方报案。

（新华）

贫寒学子毕业后
诈骗资助者千余万元

记者４日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
到，为有效遏制假币违法犯罪反弹
势头，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
发通知，部署从即日起至今年底在
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假币违法犯罪集
中行动。

通知强调，人民银行要牵头建
立反假货币快速反应机制，各级银
行业金融机构定期汇总分析假币收
缴情况。公安机关内部要强化打击
假币犯罪协作，形成对假币犯罪全
环节、全链条、无缝隙打击。要组织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发动群
众举报，营造“制贩假币、人人喊打”
的舆论氛围。 （新华）

公安部等部门
部署打击整治假币

质检总局要求
严防埃博拉传入我国

记者４日从质检总局获悉，质
检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口岸埃博
拉出血热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检验检疫局切实做好口岸
卫生检疫工作，严防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传入我国。

《通知》要求各口岸加强卫生
检疫工作：一是对可能载有疫情发
生地人员的入境航班实施严格的
登机检疫；二是在入境通道对来自
疫情发生地的人员实施重点查验；
三是对来自疫情发生地的交通工
具和货物实施严格的卫生处理；四
是暂停来自疫情发生地的特殊物
品和动物产品的入境；五是对计划
前往疫情发生地、已在疫情发生地
和来自疫情发生地的重点人群开
展防病知识宣传和指导。（新华）

云南玉溪市委书记
张祖林出任副省长

2014年8月4日云南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张祖林为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

张祖林，男，1959年6月出生，
汉族，云南昭通人，1977年9月参加
工作，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研究生学历。2012年12月任玉
溪市委书记。 (云南网)

中国将向加沙提供
150万美元现汇援助

8月3日，正在埃及开罗作促和
工作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将
向加沙人民提供150万美元(约合人
民币926万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
助。 (新华)

438名乌克兰士兵
向俄提出庇护请求

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
全国道德模范何涛被抓

孟加拉国沉船
近百人失踪

孟加拉国一艘渡轮４日在首都
达卡附近的帕德玛河沉没。当地官
员说，渡轮载有约２００名乘客，近半
数获救。

渡轮从马达里布尔县出发，在达
卡南部约３０公里处沉没。沉没地所在
的蒙希甘杰县官员穆罕默德·赛义夫
说，当地居民和救援人员救起了大约
１００名乘客，“大多数乘客在庆祝完开
斋节后离家前往城市”。

马达里布尔县警察局长侯赛
因说，渡轮乘客在１７０人至２００人之
间，但有乘客反映事故发生时渡轮
超载。 （新华）

两名加拿大籍公民
窃取我国军事秘密被审查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加拿大公
民 凯 文·高 ，英 文 名 ：K E V I N
GARRATT，朱莉亚，英文名：JULIA
DAWN GARRATT，因涉嫌从事了
窃取我国家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
活动，于2014年8月4日，被辽宁省丹
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目前，案
件正在审理中。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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