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日晚上，四川自贡富顺一家
饰品店遭遇小偷光顾，整个盗窃的
过程被店内监控全部拍了下来。据
店主龚女士介绍，当晚共造成损失
2000余元，这让她很气愤。可当她
回看监控录像的时候，却又让她哭
笑不得，气愤的是两个小偷就像在
自家一样走来走去；好笑的是，两
人在盗窃成功后，现场热吻起来。

监控显示，这两个小偷疑似一
对情侣，记者从富顺警方获悉，目
前正在调查该案件。 华西都市报

“情侣小偷”夜闯首饰店
盗窃得手后就地热吻

1月21日晚，深圳公安退休人
员王鹰航邀请原单位同事在酒楼
用餐，三名记者暗访，与现场人员
发生冲突。26日，深圳对该事件发布
情况通报，深圳公安对14名涉嫌违
反相关规定的公安民警予以停止
执行职务，接受组织调查。对涉嫌
违纪的东深公安分局局长王远平
予以立案调查。

此前，记者接报料称，深圳有
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有
关精神，在东湖水库明珠海鲜山庄
公款消费野生保护动物娃娃鱼。随
后，记者暗访证实深圳警界多名官
员出席了饭局，参与者称这是人工
养殖的娃娃鱼。根据酒楼前台打印
出来的消费单显示，该饭局消费人
数共28名。记者暗访亮明身份后遭
赴宴官员殴打，并抢走相机、手机。

南都

记者暗访违规聚餐被打
深圳14名警察停职

印度定于２６日在首都新德里举
行阅兵仪式，庆祝第６６个“共和国
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应邀
出席，将成为首名观看印度阅兵仪
式的美国总统。为此，印度当局今年
格外加强安保措施，出动超过８万名
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人员在街头巡
逻，阅兵仪式期间将封锁周边道路、
关闭地铁站，以确保阅兵秩序。

据了解，印度当局已经在周边
区域增加１.５万个监控摄像头，把方
圆４００公里设为禁飞区。阅兵仪式进
行过程中，阅兵方阵行进路线的道
旁建筑屋顶上均会布置狙击手，同
时还会出动直升机和侦察机在上空
巡逻。参观阅兵的人群将不得携带
手机、照相机、书本、遥控车钥匙等
物品。 新华

河北组织部原部长梁滨
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
央纪委对十八届中央纪委原委员、
河北省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梁
滨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梁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收
受礼金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他人财
物；与他人通奸。

梁滨的上述行为已构成严重违
纪违法，其中受贿问题涉嫌犯罪。经
中央纪委审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
决定给予梁滨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
罪问题及线索与所涉款物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

上海街头现男男求婚：
满跑车玫瑰当众激吻

据网友“江上渡”爆料，25日晚
上海太仓路附近，惊现男男求婚的
场面！跑车后座堆满了黄玫瑰，一男
子手捧一束蓝色妖姬外加钻戒，下
跪向另一男子求婚，随后两人当众
激吻。

有网友看到后评论说：“看见是
男男我就松了一口气!” 环球

新疆一大货与中巴相撞
致8人死亡

据新疆公安厅交警总队通报，1
月26日15时15分许，一辆鄂F2V156
号重型牵引车（鄂FYB-76号挂），沿
S208线由北向南行驶至22公里处
（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辖区），与对
向车道行驶的新N30241号中型客
车（核载14人，实载14人）迎面相撞，
造成新N30241号中型客车上8人死
亡，6名乘车人受伤。 天山网

因士兵越界杀中国人
朝鲜警备总局局长被撤

美开发纳米机器人
可往病患处精准送药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
校的一个团队日前发布新闻公报
说，他们开发出一种只有２０微米长
的机器人。在试验中，研究人员成功
地让这个机器人在一只活着的小鼠
体内将一些纳米粒子投送到其胃部
病患处。

研究人员介绍说，这个机器人
由高分子材料制成，外层镀锌，当它
进入动物胃部时，锌就会与胃酸发
生反应，产生氢气泡，从而推动机器
人在胃部前行。更为安全的设计是，
这种机器人在完成任务后还会自动
销毁，不会有任何残留物。

这种技术很适合用来治疗胃溃
疡等胃部疾病。高效精准投送药物
不仅可降低用药量，减轻副作用，还
可加速胃病痊愈。 新华

四川红会原副会长被诉
系李春城妻子上级

内蒙古赤峰市委副书记
包崇明被立案侦查

安徽一县委书记水库溺亡
1年前遭实名举报

26日上午，安徽省宣城市郎溪
县政府官网通报，1月25日晚，郎溪
县县委书记邵建华在当地一水库
被发现溺亡。官方未通报死亡原
因，称善后事宜正在处理中。

记者网络检索发现，邵建华曾
被安徽省劳模、宣城市一届、二届
人大代表任克明实名举报。2014年
2月11日，任克明被郎溪警方以捏
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为由行政拘
留十日。此事被媒体曝光后，曾在
网上引起舆论关注。

新京报

韩国政府２６日就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企图窜改“村山谈话”表示
担忧，呼吁安倍将发表的战后７０周
年“安倍谈话”应以正确认识日本
侵略历史为基础，体现改善与邻国
关系的诚意。

韩联社当天援引韩国政府相
关人士的话说，日本政府应该比任
何一方都清楚，日本在宣布无条件
投降５０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村山谈
话”和６０周年发表的“小泉谈话”中
所包含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意义。如
果日本政府如此前多次公开表示
的那样，将继承历届内阁的历史认
识，那么在战后７０周年发表的“安
倍谈话”应该包含治愈历史创伤、
改善与邻国关系、恢复国际社会信
任等有诚意的内容。 新华

韩国政府呼吁
“安倍谈话”应体现诚意

奥巴马出席印度阅兵式

中方希望日方恪守
迄今就历史问题
作出的表态和承诺

针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安
倍谈话”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村
山谈话”中的关键措辞，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２６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关注日本政府和领导人
对过去那段侵略历史采取什么态
度，希望日方切实恪守迄今就历史
问题作出的有关表态和承诺，以实
际行动走和平发展道路，取信于国
际社会，为地区和平与稳定发挥建
设性作用。 新华

外交部：
南海航行飞越自由没问题

26日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发布
会。有记者问：奥巴马总统与印总理
在共同声明中也对南海争议表达了
关切，并呼吁保障该区域航行自由。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
一直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维护
者、促进者和建设者。我们一贯主张
南海有关争议应该由直接当事国通
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当前，
南海局势总体是稳定的，南海航行
与飞越自由从未存在任何问题，相
信以后也不会有任何问题。希望域
外国家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
稳定的努力，保持南海地区的风和
日丽。 外交部网站

审计署查出１１起
债市违法犯罪案件线索

记者26日从审计署了解到，近
年来金融审计重点对债券交易中
违法犯罪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查处，
先后查出１１起案件线索，涉案人员
４４名。这些案件线索均已移交公安
等相关部门处理。

据审计署金融审计司介绍，债
券交易犯罪行为的主要手法是金
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与民
营企业内外勾结，利用主管或具体
操作债券业务的职务便利，采取将
本机构持有的债券先低价卖给民
营企业，再加价回购或由民营企业
加价转售，以“空手套”的无本金交
易方式，侵占原本应归属金融机构
的债券收益。 新华

据韩国CBS新闻25日报道，去年
底发生的朝鲜逃兵持枪进入中国境
内杀害4名中国村民事件有了最新进
展。相关负责人全部受到惩处，上将
军衔的朝鲜警备总局局长也被撤职。
肇事士兵此前在抓捕过程中被中国
警方击伤，后医治无效死亡，尸体已
通过茂山送回朝鲜。 环球

习近平致电印总统慕克吉
祝贺印度共和国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致电
印度总统慕克吉，祝贺印度第66个
共和国日。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值此印
度第66个共和国日之际，我谨代表
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
向印度政府和人民以及你本人致以
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新华

中国北车正式与美国
签４１亿元地铁出口合同

中国北车２６日发布公告称，中国
北车所属的北车（美国）公司已经与美
国马萨诸塞州海湾交通管理局签订了
出口美国波士顿红橙线地铁项目合
同，总金额约为人民币４１．１８亿元。

去年１０月２３日，美国马萨诸塞
州海湾交通管理局正式批准向中国
北车采购２８４辆地铁车辆，装备波士
顿红线和橙线地铁，这是中国轨道
交通装备首次登陆美国。中国北车
还将在美国建立轨道交通研发制造
基地，招募和培训美国工人，实现

“本土化”生产。 新华

中越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
二审维持主犯死刑判决

２６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
民法院在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一起特大跨国拐卖儿童案进行二审
宣判，维持一审法院对主犯黄清恒
的死刑判决。

二审法院审理查明，上诉人黄清
恒在得知广东揭阳等地少数家庭有
收养婴儿的愿望后，产生从越南组织
婴儿到中国广东省揭阳等地出卖或
组织越南籍孕妇到中国待产，分娩后
再将婴儿卖出的想法。自２０１０年起，黄
清恒和被告人黄曼丽、阮氏军等人逐
渐组织了一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团伙，
从越南经中国广西东兴市向广东省
揭阳市、汕头市等地接送、中转或贩
卖儿童，甚至组织越南籍孕妇到中国
待产，产后再将婴儿卖出。

从２０１０年至案发，该团伙共出
卖儿童２０余名，其中，公安机关解救
出１１名涉案婴儿（儿童）。 新华

陕西壹号高尔夫球场
被拆除后变成沙地

近日，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爆
料，称位于秦岭山脉南麓的柞水县
境内，曾引发舆论关注的陕西秦岭
壹号高尔夫球场已拆除，但拆除过
程较为暴力，存在野蛮毁绿的问
题，令黄沙地直接暴露。

对此，球场投资方陕西有色金
属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应，这
是“按国土部门的要求执行的”。柞
水县官方则称，铲草只是拆除的前
期步骤，今年春季来临时，施工方
将会进行造林。 南都

天津一大巴撞上限高杆
车顶被切开2人死亡

26日上午11点左右，受大雾天
气影响，天津武清区津霸公路上一
辆河南牌照旅游大巴车，与限高杆
相撞。车内核载59人，事故初步已造
成2人死亡十几人受伤，伤者被迅速
送往附近两家医院救治。 央视

最高检２６日消息，日前，内蒙古
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依法对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副书记包崇明

（副厅级）涉嫌滥用职权、受贿犯罪
立案侦查。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
中。 新华

1月26日，记者从四川省检察院
网站获悉，省红十字会原巡视员文
家碧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

经查：被告人文家碧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索
取或收受他人贿赂，单独或伙同他
人骗取、侵吞公款，数额巨大。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据媒体报道，文家碧是四川省
委原副书记李春城的妻子曲松枝的
上级，曲松枝时任成都红会党组书
记。 四川在线

老人乘公交摔倒无人扶
自行下车后晕倒

18日，福州市朱先生83岁的老
父亲在福安乘坐公交车时，不慎摔
倒，磕到头部。车上包括公交车司
机在内无人去扶，老人自行下车后
不久昏倒在公交站台，后被120救
护车送进医院。

查看监控视频后，交警认定老
人系自行摔倒，不属于交通事故。
不过，朱先生仍认为，公交车司机
疑存在不作为，应该负担一部分责
任。 东南网

1月21日，习近平在视察驻昆明
部队时指出，打仗从来都是狭路相
逢勇者胜，军人必须有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精神。他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认真贯彻全
军政工会精神，牢固树立强基固本
思想，推动强军目标在基层落地生
根。上图为习近平接见第14集团军
机关及所属驻昆部队团以上领导干
部。 解放军报

习近平视察
14集团军照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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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政府决定
东部两州实行紧急状态

泰肃贪委：
若英拉想逃跑将被捕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２６日宣
布，乌克兰政府决定在东部顿涅茨
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实行紧急状态，
并在全国实施应对紧急情况的高度
准备状态。

亚采纽克说，政府根据乌克兰
民事保护法典规定作出上述决定，
以全面协调所有政权机关行动，开
展民事保护工作，保障公民安全。乌
克兰政府已经成立由总理领导的国
家紧急情况委员会，并决定成立地
方紧急情况委员会。

连日来，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
民间武装同政府军在多地激战，战
火殃及无辜平民。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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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国家肃
贪委员会当地时间25日表示，遭到
弹劾的泰国前总理英拉正面临大
米收购案的相关刑事罪起诉，一旦
她显示出任何离开泰国以避开法
庭审判的意图，将会立即被逮捕。

据报道，泰国国会于当地时间
23日就前总理英拉的弹劾案进行
投票，国会表决通过对英拉的弹劾
案。泰国检察长办公室认为应对英
拉提起刑事诉讼，而最高法院将就
此立案。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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