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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山发生灭门惨案

夫妇与15岁女儿被杀

深圳最牛钉子户夫妇

获赔1700万后已离婚

美空军学院上演“全武行”

10月30日晚，广东中山市南头镇一家
三口在家中被杀。

据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锁定犯罪嫌
疑人，案件正在抓紧侦破中。

10月31日下午4时02分，中山市公安
局在其官方微博@平安中山发布：警方经
现场勘查，死者为住户谭某(51岁，南头
人，在本地一工厂工作)，及其妻子和女
儿。死因均为他杀，死亡时间为10月30日晚
上。公安机关已向谭某母亲、儿子和附近群
众调查取证，案件正在抓紧侦破中。

据知情人说，谭某15岁的女儿是下午
放学回家后撞见犯罪嫌疑人而被杀的。

(据《羊城晚报》)

“好醉，还是得开回家”这是女网友
“安娜830321”两个多月前发布的一则微
博，而就在当晚，“安娜830321”酒后驾车
时不幸丧生，这条微博也成为她生命中最
后一条微博，据微博资料显示，“安娜
830321”是广东汕头人。沉寂两个月来，10
月31日“高速交警宁波支队”官方微博再
次转发了“安娜830321”的最后一条微博，
从而引发大量网友关注。(据《天府早报》)

美国空军军官学校10月31日证实，学员
参加校内一场自发活动时打群架，27人受伤。

这所空军院校位于科罗拉多州罗拉
多斯普林斯，1954年建校，在读学员大约
4000人。每年冬季降下第一场雪时，学员
会自发举行活动，包括低年级新生把高年
级同学扔进雪里。

学校高级管理人员达纳·博恩在一封
内部电子邮件中说，学员10月25日举办

“初雪”活动时群殴，6名伤员在校外一家
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人在校内
诊所就医。

美联社获得的这份电子邮件显现，一
些伤员出现脑震荡，一些受割伤，另一些
人的伤口需要缝针，一人被咬伤。校方没
有提供参与斗殴的学员人数，没有说明是
否有学员受到处分，只说会采取相应措施
处理这起事件。 (新华)

外交部：日本拉他国

与中国对抗是徒劳的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日在例行记者会

上答记者问时表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
拉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是徒劳的。

有记者问，据报道，候任日本驻美大
使佐佐江贤一郎日前接受采访时称，美国
在钓鱼岛问题上绝非中立。而美国务院发
言人对此回应称，美方在钓鱼岛主权归属
问题上不持立场。中方对日美双方言论有
何评论？

洪磊表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
的神圣领土，中国有信心、有能力捍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
企图拉其他国家与中国对抗，这种做法是
徒劳的。 (新华)

云南昭通市政法委就

“送锦旗PS照片”致歉

近日有媒体就云南省昭通市政法委
网站上出现PS照片一事进行曝光，照片内
容为群众向一公安派出所赠送锦旗致谢。
记者从昭通市政法委了解到，赠送锦旗一
事确有其事，但相关人员为了加强效果进
行了PS，市政法委有把关不严的责任。

10月31日，昭通市政法委发表《致歉
信》称：我委主办的昭通政法网于2012年
10月26日发布《旧城派出所及时追回被盗
摩托车 失主表感激赠送锦旗》一文，由
于把关不严，审核不力，刊用了一张经电
脑合成的照片，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委十分
感谢媒体及公众对昭通政法工作的关注、关
心和监督，我们将吸取教训，改进工作作风，
杜绝此类事件的再一次发生。 (新华)

辽宁营口发生3 .3级地震

震源深度7公里
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消息，北京时间

2012年11月1日19时25分，辽宁省营口市
大石桥市、盖州市、市辖区交界(纬度40.5°，
经度122 . 4°)发生3 . 3级地震，震源深度7
公里。 (中新)

中国围棋泰斗

陈祖德病逝
中国棋院消息，中国棋界元老、《超越

自我》一书的作者陈祖德因患胰腺癌医治无
效，1日2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陈祖德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围棋
国手，也是中国第一位战胜日本围棋职业
九段的棋手，曾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
棋协会主席。

2011年1月底，陈祖德被确诊患了胰
腺癌，同年2月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获得
成功。但是，今年3月14日，经医院诊断胰
腺癌复发。此后，他一直在与病魔抗争，病
中还坚持继续著书。 (新华)

智库报告建议
2015年我国全面放开二胎

10月26日，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
《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
集纳了20多位人口学者的政策建议。

该报告特别提出，近期生育政策的调
整方案应该是在全国分步实施放开“二孩”。
第一步，在城市地区和严格执行一孩政策的
农村地区即刻放开二胎；第二步，2015年，在
实行“一孩半”(即有的地区第一胎为女孩的
夫妇可以生二胎)政策的地区放开二胎，实
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 (中青)

男子坐牢11年无罪释放

获赔82万国家赔偿
坐监11年，获赔82万元国家赔偿，开

平人黄立怡申请国家赔偿案日前得到最
终解决。10月31日，广东省高院相关负责
人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黄立怡已于10月
29日到省高院财务科办理了领取国家赔
偿金手续，其中黄立怡失去人身自由赔偿
金额66 . 5889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6万
元。该案获得的国家赔偿金额数是广东省
高院近年给出的最高国家赔偿金数额。

1998-1999年，黄立怡在叔叔的广州
市天河宏达建材公司担任业务员期间，代
表该公司向三家供货商交付了5张分别盖
有要货商“麦永泽”、“严四益”印章的支
票，但这5张支票均被银行以“余额不足”
退票。此时，麦永泽自杀身亡，严四益出
逃，三家供货商遂报案指控宏达公司诈
骗。1999年6月18日，黄立怡被逮捕。2000
年11月15日，广州市中院以“票据诈骗罪”
判处黄立怡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黄立怡不服，但上诉和申诉均被驳回。
2009年，省高院决定将该案发由广州市中
院重审。2010年7月19日，广州中院以证据
不足，宣告黄立怡无罪释放。 (南都)

浙江一男子因房屋纠纷

在镇政府大厅纵火
因房屋租赁纠纷，11月1日上午8时

许，浙江嘉兴市永诚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负
责人谢某驾驶一辆装有煤气瓶的面包车
驶入王店镇政府大厅，打开煤气罐点燃，
保安及时报警，火势迅速被扑灭，肇事者
当场被控制，无人员伤亡。市、区相关领导
率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

目前，相关情况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浙江)

赌资累计达到700多亿元

上海侦破特大网络赌博案
赌博团伙通过架设专用境外服务器

搭建网络平台，对涉及20余家知名境外赌
博网站的账目报表进行统一管理，半年多
时间涉案赌资累计达到700多亿元……1
日上午，上海警方召开打击整治网络违法
犯罪新闻发布会，披露了特大网络赌博案
的相关情况。

经上海警方初步查证，该犯罪团伙形
成了以寿某、胡某等4人为首，陆某等人负
责收账，宋某等10余人为二级代理，温某
等40余人为三级代理的组织架构；2012年
1月至7月间，该赌博团伙的总投注累计金
额达到了700余亿元。 (新华)

孙子替祖父还清
89年前借款

10月31日，新疆老人魏万芳终于如愿
以偿：1923年，其祖父借了兰州市七里河
区魏岭乡赵家的100银元，89年后，魏万芳
终于替祖父还了宿债。虽然当年的债主赵
老先生早已过世，但魏万芳仍委托表弟找
到了赵老先生的5个后裔，在其祖父举债
时的证明人后裔的见证下，将1万元现金
交给了他们，成就了一段“诚信做人”的佳
话。 (据《兰州晨报》)

警察蹲点遭假警察盘问

称“鬼鬼祟祟不是好人”
10月30日晚上，根据线索，江苏南京

秦淮公安分局双塘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梁
辰带领办案民警，来到位于江宁区天元路
瑞枫名苑小区的一处住房，蹲点守候一名
吸毒、介绍卖淫的嫌疑人窦某。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一名男子带着
两名物业保安来到嫌疑人住房前，见守在
门口的便衣，他便壮着胆子上前盘问：“我
是警察，你们是干什么的，鬼鬼祟祟不是好
人！”便衣民警见状随即反问：“既然你是警
察，哪个单位的，把警官证拿给我看看。”对
方一听就慌了神，答不出来。

经讯问，冒充警察的男子是嫌疑人窦
某的朋友李某。原来，嫌疑人窦某就在家
中。警觉性很高的窦某，打电话通知其朋
友李某过来看看外面的动静。 (中新)

货车与面包车相撞
5人死亡1人重伤

哥伦比亚毒枭

“我的血”落网

10月31日，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哥伦比亚毒枭、绰号“我的血”的洛佩
斯·隆多尼奥(中)被警察押送转移。隆多尼奥
是哥伦比亚贩毒集团“乌拉瓦人”的头目。该
团伙从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中分离出来，从
事贩毒和恐怖等犯罪活动。 (新华)

俄百名警察涉毒遭解职

俄罗斯西北部港口城市圣彼得堡警
方10月31日说，大约100名警察没有能够
通过毒品测试，遭到解职。

圣彼得堡市警察局局长谢尔盖·乌姆
诺夫说，一项一年前发起、针对警方的毒
品测试结果显示，大约100名警察吸毒，

“那些人几乎全部被开除”。
警方一名发言人说，这座俄罗斯第二

大城市以及周边区域警察总数大约3万人。
法新社报道，一些俄罗斯警察因醉酒

或吸毒而卷入刑事犯罪，伤及一些平民，
拖累警察形象。

俄罗斯官方数据显示，全俄“瘾君子”
人数在250万至600万之间，平均每年10多
万人因吸毒死亡。 (新华)

受贿1500多万元

内蒙古一副市长受审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原副市长

李石贵涉嫌巨额受贿一案，1日在包头市
中级人民法院多功能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被告人李石贵原系巴彦淖尔市副市
长，曾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秘书长。

包头市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认为，2005
年4月至2011年11月间，被告人李石贵利
用担任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
公厅主任、秘书长和副市长等职务便利，
在置换土地、城市建设开发、解决农业贷
款等项目上接受他人请托，为他人谋取利
益，多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1536万元、
美元1万元、黄金2000克。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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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沪昆高速贵阳市金阳新区
至清镇市路段发生一起货车与面包车相
撞事故，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重伤。

据参加现场救援人员介绍，1日8时
许，沪昆高速贵阳市金阳新区至清镇市方
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与一辆
面包车相撞，导致面包车变形压缩，车上5
人当场死亡，司机受伤。目前，伤者已被送
往医院进行治疗。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新华)

据沙特阿拉伯当地电视台报道，一辆
气罐车1日在首都利雅得东部爆炸，造成
至少14人死亡、60多人受伤。

据阿拉伯卫视报道，当天早晨，在利
雅得东部胡赖斯高速公路的一座高架桥
下，这辆气罐车先是发生交通事故，随后
爆炸起火。巨大的爆炸威力和熊熊燃烧的
火焰对周边建筑物和车辆造成严重破坏，
至少7辆车被烧毁。目前，数辆消防车已赶
到现场救援。 (新华)

开心一刻

每日一谜

实验室经常臭气熏天，有一天我在做
实验，突然一股恶臭飘来，我怒了，大叫一
声：“谁用硫化氢了？”

旁边一小师妹红着脸小声地说：“师
兄，我刚放了个P”。

买了机票 (打一成语)
上期谜底：无法无天

沙特首都一气罐车爆炸

至少14人死亡

2007年9月22日，得到了1700万天价
补偿款的蔡珠祥、张莲好夫妻，曾经是闻
名全国的深圳最牛钉子户，当日并肩作战
的两人如今已经分开，各自隐居在城市的
两头，小心翼翼地生活。人们知道他们，是
因为“天价钉子户”这个响亮的名头。事实
上，他们的人生远比“天价钉子户”要丰
富、跌宕许多：早年男方偷渡香港，流落南
美淘金，几十年后仍旧两手空空回到深
圳；在深圳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宅基地上
建起小楼收租富裕度日；几年前在城市化
城中村拆迁进程中，成为最牛钉子户因
1700万巨额拆迁赔偿名噪一时；曾经情比
金坚的两人，获得赔偿后劳燕分飞，隐居
于世。 (据《晶报》)

阿根廷一华人超市

业主遭枪杀
据阿根廷警方消息，阿根廷布省埃斯科

巴尔市一华人超市业主10月31日遭枪杀。
枪击事件发生在当日18时30分左右，6名

持枪蒙面歹徒闯进名为“月亮”的华人超市，
直接冲进位于超市后方的办公室并向业主开
枪。业主被歹徒击中4枪，歹徒行凶后逃离。

警方消息说，受害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一小时后身亡。警方怀疑这可能是一起黑
帮买凶仇杀案件。 (新华)

女子车祸遇难前发微博：

好醉还是得开回家

据中新社消息，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
权调任中宣部副部长(正部长级)。吴恒
权，男，1948年12月生于湖北红安。汉族。
大学学历，硕士生导师，高级编辑。曾任人
民日报记者、国内政治部副主任、海外版
副总编辑等。2000年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
辑、2003年调任求是杂志社社长，2008年
回人民日报出任总编辑。

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调任人民日报总
编辑。蔡名照，男，汉族，1955年6月出生，籍
贯山东，研究生学历。曾任新华社记者、山
东分社社长、新华社秘书长及副社长。2001
年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2009年调任
中宣部副部长。 (据《深圳商报》)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恒权
调任中宣部副部长
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
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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