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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力推铁路改革

铁道部曾被形容为“旧体制最后
的堡垒”。如今脱胎于这个旧体制的中
国铁路总公司，正在政企分开的“深水
区”为改革探路。

在8月22日的考察中，李克强总理
要求铁路总公司适应“新体制、新身
份”，在提高公共服务和企业经营管理
水平进程中，要牢牢抓住政企分开这
一关键环节，持续不断推进改革。

他说：“从过去的‘铁老大’，到今
天的铁路总公司，你们所探索的改革，
对于国企、特别对于大型国企整体改
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府网

中组部：选拔干部不再
唯票唯分唯GDP唯年龄

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被问及在
推进干部工作改革上有哪些重点举措
时回应：三中全会《决定》对深化干部
人事制度改革作了具体部署。重点要
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深化干部选拔任
用和考核评价制度改革，解决“唯票、
唯分、唯GDP、唯年龄”取人问题。二
是以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
为重点，加强干部管理监督，推动干部
能上能下，解决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的问题。三是健全干部激励保
障制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创造
性，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
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

人民日报

山西副省长任润厚被免

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
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
在按程序办理。

任润厚，男，汉族，1957年10月生，
山西省代县人，1986年10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79年11月参加工作，在职研
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 新华

浙江两名女童
开学前夕遭杀害焚尸

8月29日，就在新学期开学前夕，
浙江台州黄岩两名未成年女孩遭杀害
焚尸。9月2日，记者从台州黄岩警方获
悉，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已落网，系遇
害女孩邻居。

经调查，两名女孩分别是13岁和8
岁，均为重庆人，案发现场系13岁的女
孩一家租住的出租房。通过对受害人
及现场的初步检验勘查，确定这是一
起杀人案件，作案者在杀死两人并放
火焚烧现场后逃跑。

9月1日21点，警方在苏州市虎丘
区成功将及某抓获。及某，男，1989年
生，安徽涡阳人。经审查，及某对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 中新

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
刘庆成受贿通奸被双开

江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2日消息，
东华理工大学原校长刘庆成收受巨额
贿赂、与他人通奸被双开。

据通报，日前，江西省纪委对东华
理工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刘庆成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刘庆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与他
人通奸。

刘庆成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省
委批准，决定给予刘庆成开除党籍处
分；由江西省监察厅报请省政府批准
给予其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犯罪
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新

女子花百万整容
只为模仿丑陋漫画形象

据美国猎奇新闻网站9月1日报
道，英国30岁的女子克莉斯汀娜·布特
尔在过去的15年里不断整容，只为模
仿她15岁时别人为她画的一幅丑陋漫
画肖像。迄今为止，她的整容费用已高
达2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3万元)。

为了支付高昂的整容费用，布特
尔不得不做5份工作，但她从不感到辛
苦。她将这幅漫画挂在房间里，她称，“这
幅画就是我的梦想，我的动力。” 环球

菲律宾4嫌犯被抓
欲攻击中国大使馆

马尼拉国际机场管理署9月1日
早晨向媒体证实，菲律宾国家调查
局于凌晨1时45分左右，在马尼拉国
际机场截获一辆疑为汽车炸弹的汽
车，当场逮捕4名正在组装炸弹的嫌
犯。

菲律宾媒体引述调查局匿名官
员的话说，歹徒在车内组装的爆炸
物，主要是绑上强力爆竹的汽油瓶。

报道说，其攻击目标包括中国
驻菲律宾大使馆、菲国大型商场“亚
洲商城”，以及一家雇用数百名中国
员工的建筑公司。

这些激进人士据称不满政府在
南海争议上对中国“军事主义”的软
弱态度。 国际在线

美国呼吁朝鲜
释放在押美籍公民

朝鲜政府１日罕见地允许外国
媒体采访了３名遭朝方拘押的美国
人。美国国务院晚些时候表态，希望
朝方基于“人道主义考虑”释放３人，
美方将积极努力促成人员获释。

这３名美国人分别是杰弗里·福
尔、马修·米勒和裴俊浩。其中，裴俊
浩去年被朝鲜最高法院认定为“从
事反朝敌对行为”，处以１５年劳动教
养，另外两人尚未受审。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
基１日在声明中说：“出于对杰弗
里·福尔、马修·米勒及其家人的
人道主义考虑，我们要求朝方释
放他们，让他们能够回家。另外，
我们要求朝方赦免裴俊浩，对他
予以特赦，让他能与家人团聚并
寻求医疗救治。” 新华

欧盟酿制裁俄罗斯
法议员“唱反调”

欧盟就乌克兰问题酝酿对俄罗
斯实施新一轮制裁之际，法国议员１
日公开“唱反调”，称对俄制裁措施
不公平、毫无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当
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向法国示好，
称俄法两国百年友谊不应成为“趋
炎附势决定”的牺牲品。

法国国民议会成员蒂埃里·马
里亚尼当天在巴黎与到访的俄罗斯
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谢尔盖·
纳雷什金举行会谈，为俄罗斯遭受
西方制裁打抱不平。参会者包括法
国政界和社会活动界人士。 新华

朝鲜核心外交人物
将出访欧洲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消
息人士2日透露，朝鲜劳动党中央
委员会分管国际事务的书记姜锡
柱最快将从本周末起先后访问德
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等欧洲
国家。

报道称，姜锡柱是朝鲜外交领
域的核心人物，1994年，他参加朝美
日内瓦会议并促成《日内瓦核框架
协议》的签署。朝鲜外交领域的核心
人物访问欧洲国家实属罕见，因此
他此次出访格外引人关注。 中新

黑人母亲产下“纯白”婴儿
概率百万分之一

一般来说，黑人母亲和白人父亲
生下的孩子应该是“混血后产生的咖
啡色”皮肤。不过，英国有位黑人妈妈，
却和一位白人爸爸生下了“纯白肤色
的婴儿”。医生称，这种母子“不同种
族”的发生概率为百万分之一。

这 位 母 亲 名 叫 C a t h e r i n e
Howarth，32岁，生于非洲尼日利亚。
她说，当孩子刚刚降生时，助产士看看
孩子，看看母亲，然后再看看孩子，似
乎在说，“这怎么可能，太难以置信
了”。有人怀疑，这个黑人女子家族带
有白人的隐性基因。 人民

男子天生头部颠倒
自强不息成励志演讲家

巴西男子C l a u d i o V i e i r a d e
Oliveira现年37岁。从出生开始，他就
是个极其罕见的残疾人：正常人头顶
朝上，下巴冲下，但他却是完全相反的
状况。与此同时，他的关节严重畸形，
在移动肢体时异常痛苦。

Claudio降生时，医生曾预言他活
不了多久，并要其母将这个畸形儿“饿
死”。不过，他妈妈没听从医生的建议。
现在Claudio成为一名会计和励志演
讲家。他说，自己从小开始非常努力和
独立，能不靠他人生活。Claudio说，

“我的世界不是颠倒的，而且非常精
彩”。 人民

中国首次从南美洲
遣返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2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离境出逃的
浙江丽水青田人吴某某从哥伦比亚被
顺利押解回中国。这是中国通过国际
警务合作，首次从南美洲成功遣返境
外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

吴某某，男，1979年1月生，丽水市
青田县人。2012年5月，犯罪嫌疑人吴
某某在义乌开设义乌市伟德进出口有
限公司，并从7月份开始，向市场经营
户大量订货，价值达400余万元，在未
支付货款的情况下，于2012年9月9日
从上海浦东机场离境出逃。

中新

敲诈勒索失足女
广东3名辅警被刑拘

近日，有网友举报称，广东英德公
安局城南派出所3名辅警敲诈勒索一
失足妇女，并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对
此，英德市公安局回应，目前，涉事3名
辅警已被刑事拘留。9月1日，英德市公
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此事基
本属实。”

南方农村报

河南开审“神医”胡万林

备受关注的“神医”胡万林等四人
涉嫌非法行医致人死亡案9月2日在河
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胡万林当庭否认致受害人死亡的

“五味汤”为其所发明。
据公诉方称，2013年8月，被告

人胡万林等一行10余人前往河南新
安县某宾馆培训。胡万林等人让学
员服用其配制的“五味汤”。服汤后，
22岁的大学生云某和另一学员农某
出现呕吐、昏迷等症状，被告人吕
伟、贺桂芝、唐孟君等人按照胡万林
指使，采取灌药水、往身上浇水等方
法施救。最终，云某抢救无效死亡，
农某经抢救脱险。 中新

浙江23家保险公司
因价格垄断被罚1 . 1亿

国家发展改革委２日称，浙江省保
险行业协会组织２３家省级财产保险公
司多次开会协商约定车险费率折扣幅
度，涉嫌达成、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的问
题已查明，对浙江省保险行业协会及
涉案财产保险公司处以总计１．１亿多
元罚款。

根据群众举报，发展改革委对浙
江省保险行业涉嫌达成、实施价格垄
断协议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查明浙江
省保险行业协会组织２３家省级财产保
险公司多次开会协商，约定“新车折扣
系数不低于０．９５；对上年有赔款的９座
以下客车按车价分别使用折扣系数，
其中５０万至１００万元的不低于０．９，１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不低于１”，并根据市场
份额商定统一的商业车险代理手续
费。 新华

重庆特大暴雨
致11人遇难27人失踪

重庆市政府新闻办2日发布消息
称，截至当日15时，该市东北部地区连
日暴雨已造成云阳、巫溪、奉节等9个
区县11人遇难，27人失踪，109万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879公顷，直接
经济损失10 . 3亿元。 中新

男子持枪射击路人
两男一女中枪倒地

9月1日上午11时50分左右，黑龙
江省齐齐哈尔克东县闹市区发生了一
起枪击事件，一名戴口罩男子开枪射
伤3人后逃离现场。

9月1日上午11时50分左右，在齐
齐哈尔克东县步行街的一个商贸城和
天顺购物广场的交口处，当地居民看
到一个戴着口罩和帽子的男子骑着摩
托车手中拿着一把手枪对着路上的行
人射击。

据当事人和目击者描述，这把手枪
看上去好像是猎枪改制的，当时男子一
共放出了三枪，而这三枪都是冲着行走
的行人和市民开的，当时有2名男子和
1名女子中枪倒地。2名男子分别是附
近一家旅店的老板和商场的老板，女子
则是路边摆摊的摊主。目前当地警方
正在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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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纪委对重庆市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谭
栖伟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

经查，谭栖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通过其妻收
受巨额贿赂。

谭栖伟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并涉嫌犯罪。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
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予谭栖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新华

重庆人大原副主任
谭栖伟被双开

山西省委女常委白云被免

据中央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证实，
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中央已决定免去其领
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

白云，女，汉族，1960年12月生，山
西五台人。197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中国人民大
学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毕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学硕士学
位。 新华

习近平：罗马尼亚是中国
在欧盟内的好朋友

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罗马尼亚总理蓬塔。

习近平强调，今年3月，我访问了
欧洲，同欧盟领导人一致决定，共同打
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
伴关系，实现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
场、两大文明相结合。罗马尼亚是中国
在欧盟内的好朋友、好伙伴，也是中东
欧重要国家，中罗双方要在双边层面
落实好中欧、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共
识，把中罗友好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新华

传大摩华鑫
录用部委高官子女

近日，一份关于摩根士丹利华鑫
证券（下称“大摩华鑫”）录用高官子女
及国企领导人子女情况表开始在网络
上流传，其中涉及多个部委和国有企
业。

大摩华鑫媒体负责主管对《第一
财经日报》表示，对此传闻不予置评。

这份“情况表”共涉及五人，其中三
位男士工作地点在北京，其共同点是父
亲均是部委官员，供职单位分别是国家
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

另外两位女士工作地点在上海，
其父亲均是国有企业高管，供职单位
分别为海螺集团和潍柴动力。

记者2日下午联系大摩华鑫CEO
鲍毅进行求证，他表示，已经在网上看
到这条消息，个人对此事不做任何回
应，请询问公司媒体负责主管徐女士。

徐女士对记者表示，社交媒体谣
言太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予置评。

第一财经日报

浙江9000万粒

食用毒胶囊流入市场

1日，浙江宁海检察院通报了一起
非法生产食用“毒胶囊”的案件，短短5
个月，对外出售了高达9000万粒。目
前，因涉嫌有毒有害食品，潘某等11人
被宁海检察院批准逮捕。

从今年2月至7月，潘某的这个生
产窝点，除了被现场查获的，非法生产
有毒空心胶囊达9000万粒左右，都已
经全部进入了流通市场。

经检测，被查获的空心胶囊及生
产原料中，重金属铬的含量均超标，最
高的超过正常标准的65倍。据了解，铬
是一种毒性很大的重金属。现代金报

经济

被曝开房200多次
浙江永嘉官员卧轨自杀

澎湃新闻9月2日从温州永嘉县警
方获悉，该县工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
师王某某，因在网络上被人曝光开房
200多次，后被纪委谈话。在被曝光不
久后，王某某在福建卧轨自杀。

今年7月27日，一则关于“永嘉工
商局总工开房两百余次”的帖子出现
在当地某论坛。网友“艾米丽@温州”
发帖称，现任浙江永嘉县工商局党委
委员、总工程师王某某和家人名下在
温州市区、永嘉县瓯北桥头等地拥有
多套房产。他在任永嘉县工商局大队
长、某分局长期间到永嘉县梦江大酒
店、瓯北宏泰宾馆等多处酒店开房达
200多次。

澎湃新闻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就
在纪委牵头成立联合工作组调查不久
后，今年8月初，王某某于福建省境内
卧轨自杀。 澎湃新闻

美直升机在亚丁湾坠毁
机上25人全员获救

据美国海军网消息，北京时间1
日晚间10时许，美军一架CH-53E
重型运输直升机在亚丁湾坠毁，机
上25人全部获救。

这架直升机属于美国海军陆战
队远征队，载有17名美国海军陆战
队队员和8名海军队员，在非洲东部
国家吉布提结束岸上培训任务后返
程。直升机在“弗德台地”号两栖船
坞运输舰着陆时坠毁，机上部分人
员受轻伤，目前正在运输舰上接受
治疗。

据悉，初步判定事故原因并非
遭到敌方攻击，具体原因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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