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 8 . 13 星期三

编辑/张浩 组版/房超24/点击

据法国《新观察家》报道，8月9
日，一对波兰夫妇带着孩子在葡萄牙
度假，然而疯狂的自拍夺走了这对夫
妇的生命。他们在两个孩子面前从80
米高的悬崖坠下，跌落在葡萄牙西海
岸罗卡角的岩石上，他们年仅5岁和6
岁的两个孩子目睹了这一过程。

直到8月10日搜寻人员最终找
到了这对波兰夫妇的遗体。目前，
葡萄牙当局正在调查该起意外事
故。 环球

夫妇疯狂自拍坠崖身亡
两幼子目睹悲剧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副主任恰雷
１２日说，乌方不会放行俄罗斯人道
主义车队入境。

恰雷当天在接受乌克兰当地电
视台采访时说，俄人道主义物资将
在俄乌边界换装到红十字机构车辆
上，在乌境内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乌克兰分会负责，乌方承担安全保
障义务。他同时说，乌方也不会允许
俄紧急情况部或其他强力机构的任
何护送人员进入乌境内。 新华

乌克兰称不会允许
俄人道主义车队入境

塞内加尔司法部１２日宣布，将
以“散播虚假信息”的名义追究当
地报纸《论坛报》有关埃博拉疫情
不实报道的法律责任。

塞司法部指出，该报１１日有关
塞内加尔出现５例埃博拉病毒感染
病例的报道纯属虚假消息。《论坛
报》未经严格核实就发布这样的虚
假信息将对塞内加尔产生恶劣影
响，可能导致国际社会对塞内加尔
采取隔离措施，并对外出旅行的塞
内加尔人造成困扰。

塞内加尔与埃博拉疫情严重
的几内亚接壤，今年３月曾一度关
闭与几内亚边境，后于５月重开两
国边境。迄今，塞内加尔尚未停止
与埃博拉疫情严重国家之间的航
班往来。 新华

12日下午，北京市市政市容委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报刊亭治理
情况并回应“报刊亭遭强拆”一事。

会上，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对72座报刊亭不
存在“强拆”行为，是“移改”，且在
清理整治之前，对报刊亭的经营者
及报刊亭的上级管理单位都进行
了充分告知，对部分经营者进行了
一对一约谈。 人民网

北京回应“报刊亭遭强拆”
不是“强拆”是“移改”

塞内加尔追究散播
埃博拉疫情谣言报纸责任

“未完全”变性后产子
美国男女父母身份错乱

美国肯塔基州有一对神奇的
夫妻，丈夫是27岁的Nick，妻子是32
岁的Bianca。与其他夫妻不一样的
是，他们俩都是“尚未全部完工”的
变性人，并通过其体内保留的“原
始性器官”，成功生下了两个儿子。

换句话说，这俩孩子法律上的
“爸爸”，其实是他们“亲生妈妈”，
而他们法律上的“妈妈”，则是孩子
们“生身父亲”。造成上述混乱状况
的原因是，这对夫妻没钱完成变性
手术，因此其体内都还有正常的男
性和女性生殖器。

这对夫妻透露，在美国实施变
性手术的费用非常昂贵：男变女的
话最多要2万多美元，而女变男手
术得花近5万美元。 人民网

世上最长寿鳝鱼死亡
“享年”155岁

据 美 国 博 客 新 闻 网 站
“gawker.com”8月10日消息，世界上
最老的鳝鱼于8月7日在瑞士“寿终
正寝”，“享年”155岁，让所有喜欢它
的人感到深深的哀伤。

这条鳝鱼名叫阿莱(Ale)，生前
一直生活在一口水井里。它的主人
托马斯·谢尔曼说，他在1962年就搬
到这口水井的附近，“从那之后，我
们都把它当作家人一样。”谢尔曼讲
述道：“当天我请朋友到家来玩，正
想给他们看世上最长寿的鳝鱼，结
果揭开井盖一看，阿莱已经死掉
了。”阿莱生于1859年，活了155岁，
超出鳝鱼平均寿命148年。

目前，阿莱并没有被埋葬，而是
被冷藏起来等待专家研究其长寿的
秘诀。 环球

10日，一名外籍男子在佛山市
南海黄岐闹市持刀追砍路人，民警
制止时遭暴力拒捕，经警告无效后
开枪击伤嫌疑人腿部，将其制服并
送医院救治。

当天18时许，在黄岐怡富广场
门口，一名黑皮肤男子手持一把长
约二十厘米的刀具追砍路人。南海
公安分局民警接到警情后立即展
开围堵，后在黄岐大桥上成功将其
截停。该男子不停挥舞刀具攻击民
警，暴力拒捕。民警两次鸣枪示警
无效，依法开枪，分别击中嫌疑人
左、右小腿，将其制服并送往医院
救治。20时许，该男子在救治过程
中死亡，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经查，该男子的尿液冰毒检测
呈阳性，初步判定其在事发前曾吸
食冰毒。 佛山日报

新疆纪委全国首设
政治纪律监督检查室

俄国防部宣布于12日开始在
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千岛群岛，日本
称北方四岛)举行军事演习。

俄国防部称，俄在东部军区开
始军演，参与军演的包括部署在千
岛群岛的军事单位，主要涉及滨海
边疆区的空降师、陆军航空兵和太
平洋舰队的行动小组。据了解，此
次军演将投入千余兵力，5架直升
机和百余武器装备。在演习实操阶
段，还会应用俄罗斯制造的最新无
人机，而空降兵还将在直升机协助
下在千岛群岛中的某个岛屿进行
登陆活动。 中新

俄在俄日争议岛屿军演
或将登陆千岛群岛

8月12日，新疆自治区纪委召
开“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强化监督”
新闻发布会。

自治区纪委常委李凤堂说，自
治区纪委监察厅在做到转变职能，
聚焦主业的同时，转变方式、强化监
督、体现新疆特色。自治区纪委在全
国各省级纪检监察机关中设立了唯
一的政治纪律监督检查室，专门负责
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遵守政治
纪律情况的监督检查。 天山网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作为国内
汽车反垄断大案的第一张罚单，一汽
-大众奥迪及湖北奥迪经销商涉嫌反
垄断的罚单金额已初步确定。其中，
针对厂家一汽-大众奥迪的罚金将达
到18个亿，湖北11家经销商的罚款金
额从600万到5000多万不等。

“厂家罚款初步为18个亿”，奥
迪某经销商告诉记者，针对一汽-
大众奥迪的罚金是按照2013年全
年整车销售额的1%罚取的。2013年
一 汽 - 大 众 奥 迪 全 年 销售汽 车
488488辆，若以单车均价40万计
算，销售总金额为1954亿元，1%的
销售金额与18亿的罚款基本吻合。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18亿罚单
成行，这将成为中国《反垄断法》从
2008年实施以来最高的罚款纪录。
之前最高的罚款金额是在去年六
月份对奶粉价格反垄断案的6 . 68
亿元罚单。 凤凰

澳大利亚反对党工党副领袖、
影子内阁外长塔尼娅·琼·普利伯
塞克１２日说，澳大利亚不应在与
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上选边
站，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中国
崛起提供更多的空间，鼓励中国
在国际事务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
用。

在当天于新南威尔士大学举行
的孔子学院年度名人讲坛上，普利
伯塞克说：“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中
国悠久的历史以及对世界经济作出
的重要贡献；我们有责任认识到在
中美之间选边站是错误的观点；我
们有责任对中国崛起持更加开放的
态度，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我们
大家都有好处。” 新华

澳工党副领袖说
澳不应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12日上午，记者从中国北车获
悉，中国大陆首批无人驾驶地铁列
车将驶进燕房线。

在北京燕房线最近举行的地
铁车辆招标中，中国北车长客股份
公司胜出，获得60辆最新一代的全
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列车订单。列车
最高运行速度80km/h，头两列车的
交货日期为2015年5月。

据悉，无人驾驶地铁列车为3
节编组，最大载客约1500人，外观
与普通地铁相似，不设驾驶室。这
种新型车将无需司机和乘务人员介
入，可实现列车自动唤醒、自动发车
离站、上下坡行驶、到站精准停车、自
动开闭车门等操作。 京华

无人驾驶地铁将进京
最多载客1500人

辽宁鞍山中级法院院长
宋景春被查

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宋景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
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辽宁省纪委

吴英代理人告东阳副市长
警方不予立案

因要求东阳市副市长陈军回
避，吴英的代理人蔺文财和其父吴
永正被东阳警方以涉嫌诬告陷害
罪刑拘一事又有新进展。早在被抓
之前两天(7月27日)，蔺文财向东阳
市公安局要求对陈军诬告自己一
案请该局立案调查。

12日上午，蔺文财的辩护律师
王永杰告诉记者，11日收到东阳市
公安局通知，对蔺文财的申请不予
受理。 法制晚报

两骗子冒充救援人员
鲁甸灾区行骗被查获

12日，记者从鲁甸县公安局龙
头山派出所获悉，该派出所民警于
11日在鲁甸地震重灾区龙头山镇，
及时查处一起冒充救援人员诈骗案
件，抓获违法人员2名。

经查，8月11日9时许,两名自称
为63部队的“军人”到龙头山镇灾区
政府临时办公点，向办事员说其是
63部队来救灾的人，因有事要返回
部队，且其他人员已到银屏村开展
救援工作，无法联系，希望办事员帮
助解决路费400元。办事员作了一些
询问了解后，准备将钱交给这两位

“军人”时，旁观群众发现有可疑之
处，立即报了警。

经公安机关与指挥部军方核
实，黄某、宋某系四川籍人，他们所
持的退役证均为假证，二人也如实供
述了自己行骗的违法事实。 中新

关注 法制 社会 万象

佛山外籍男子追砍路人
被警方枪击后死亡

两领导不同时间视察同地
政府官网现“双胞胎”报道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江苏省
南京市建邺区政府官网上，两则前
后相差近4个月的领导人视察同一
地点的报道，内容高度重合，仿佛
一对“双胞胎”。

记者登录南京市建邺区政府
官网，在领导活动一栏，找到了网
友所说的这两则报道。两则报道分
别发布于今年1月8日和5月4日，标
题分别为《南京市市长缪瑞林来
CBD孵化器视察工作》和《南京市
市委书记杨卫泽来CBD孵化器视
察工作》。

记者发现，这两则280余字的
报道除了人名和职务不同外，格
式、内容，甚至标点符号都完全一
致。报道内容显示，两人视察了同
一家企业，两人都充分肯定了CBD
的基金+孵化器的扶持模式，两人
都提了3点要求。“3点要求都一模
一样，书记市长真是团结呀，心往
一处想。”有网友评论道。 新京报

女司机蹭到流浪汉
出言不逊被掐死

今年5月31日上午8时许，孙某
像往常一样在合肥大通路陈老岗
附近流浪。这时路边一辆白色轿车
突然倒车，他躲闪不及被蹭了一
下。女司机查看车子情况后，便再
度上车，对孙某不理不睬。孙某便
质问司机：“你撞到人怎么不道歉，
这么没礼貌。”女司机只是不屑地
说：“又没撞到你，为什么要跟你道
歉。”孙某的火气一下就上来了，抢
着钻进了轿车，这时女子大喊着让
他下车，还质问他：“你想抢劫吗？”

这时，孙某彻底失去理智，他对
着女司机头部猛捶两拳，随后又掐她
的脖子。见女子昏厥，孙某将她放在
后座，没过一会女子就没了呼吸。

犯下大错的孙某却十分冷静，
他开着轿车将尸体扔在路边树林
里。随后又把车子开回到瑶海区，
停在小朱岗附近离开。随后他就像
没事人一样，到处打牌、流浪，最终
当他在一家洗浴中心洗澡时被抓。
近日，记者从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
获悉，孙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
准逮捕。 中新

12日上午，泰安一座在建楼起
火失控，火焰超10米高，二三层烧
光，两座吊塔倒塌。旁边一加油站
关闭。

据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通报：
2014年8月12日11时30分泰安市公
安消防支队作战指挥中心接到报
警，泰山国际采购中心在建工地发
生火灾，着火物质为建筑装修材
料，现场烟气较大，无人员被困或
受伤。119指挥中心立即调派5个消
防中队赶赴现场进行扑救。14时10
分左右火灾已被基本扑灭。目前火
灾原因正在调查中。 大众

泰安一在建工地起火
幸无人员伤亡

墨西哥18世纪耶稣雕像中
发现真人牙齿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9日报
道，近日，研究人员在对一座18世纪
的墨西哥耶稣雕像拍摄X光片时发
现，这座300年历史的雕像有着真正
的人类牙齿，并且8颗牙齿全都完好
无损。

据悉，这座雕像位于墨西哥北
部的一座小城内，高3英尺8英寸(约
合1 . 12米)，描绘的是耶稣受难记里
的场景。当研究人员利用X光对这
座雕像进行修复工作时发现了这8
颗牙齿。这些牙齿从里到外都相当
完美地安装在雕像上。

来自墨西哥国立学院保护恢复
和博物馆学专业的优尼科说道：“这些
牙齿最有可能是人们出于感激的心理
或者将此作为一种更接近宗教人物的
手段而捐赠的。在历史上，教区居民将
自己的衣物或者头发捐出来为圣人做
假发也是常见的事。” 环球

伊总统指派
副议长任新总理

伊拉克总统马苏姆11日指派
国民议会什叶派党团联盟“全国联
盟”提名的总理候选人、副议长海
德尔·阿巴迪出任新总理并负责组
建新内阁。此前，联邦法院裁定现
任总理马利基领导的“法治国家联
盟”为国民议会最大党团。这意味
着该党团有权提名总理人选，组建
新政府。 新华

奥迪反垄断罚单或18亿
将创中国反垄断罚金纪录

环球

突发

陕西洛川县城管局长
涉嫌强奸女下属被逮捕

陕西省西安市洛川县纪委11日
通报，该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党杨锋，
因严重违纪违法并涉嫌犯罪，被开
除党籍和公职。当地警方通报称，党
杨锋因涉嫌强奸罪目前已被依法逮
捕。

据了解，8月4日23时许，党杨锋
以工作为由，开车将一名女下属拉
到洛川苹果现代产业园区附近的偏
僻路上，在车上对受害人实施了强
暴。事发后，受害人报警，次日上午，
党杨锋在家中被警方抓获。

据悉，党杨锋于今年3月24日被
任命为洛川县城市管理局局长，在
此之前，党杨锋是洛川县土基镇党
委书记。 新华

国务院决定取消
11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
其中包括房地产经纪人

12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
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务院决定，
取消和下放45项行政审批项目，取
消11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将31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
为后置审批。

其中，与房地产发展有关的职
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有3个，分别
为：取消《房地产经纪人员职业资格
制度暂行规定》中的房地产经纪人职
业资格，《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
质管理办法》中的建筑业企业项目经
理职业资格、《土地登记代理人职业
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中的土地登记
代理人职业资格。 中国政府网

记者12日获悉，中国社科院研
究员张昕竹，因违反国务院反垄断
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工作纪律被解
聘，不再担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
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 中新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
张昕竹因违纪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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