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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姓巴，天天闹着要改成跟她妈
姓，因为经常有人问：“姑娘你贵姓？”答：

“免贵姓巴。”“哦，八个的八呀？”“不是，是
巴金的巴。”“这孩子，读书读傻了吧，八个
的八和八斤的八是一个八嘛！”

●课堂上，老师说：“不一定姓什么就
怎么样，姓牛的其实都不牛。你们看，历史
上哪有姓牛的出名人物？”角落里，一个低
沉的声音响起：“牛顿！”

一直两点，两点一直。（打一字）
上期谜底：米

最高检：严格规范
检察人员对外交往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２１日
强调，要以贯彻修改后刑诉法、民诉法和
推行案件管理机制改革为契机，进一步优
化检察职权配置，强化各执法环节之间的
监督制约，严格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严格规范检察人员对外交往行为。（新华）

甘肃国土厅原副厅长
张国华终审维持无期

因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
一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甘肃省国土资
源厅原副厅长张国华，近日由甘肃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

原审法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查明，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张国华在
担任甘肃省天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甘肃
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期间，多次单独或与
其妻刘淑萍共同收受他人贿赂折合人民
币４２８万余元。案发后，侦查机关依法扣
押、冻结张国华夫妇的财产。除受贿所得
和合法收入外，张国华对价值９７３万余元
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
并罚，判处张国华无期徒刑。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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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使用街景地图时
意外发现男友“偷吃”

据外媒2月19日消息，俄罗斯彼尔姆
市24岁的玛丽娜在使用街景地图功能
时，意外发现自己的未婚夫竟拉着别的
姑娘的手在散步。当玛丽娜将“证据”摆
在未婚夫萨沙面前时，他的脸色立即变
了。萨沙并没有否认背叛，但解释说“不
是因为爱选择背叛，是自己太愚蠢了”。
然而，玛丽娜并不满意他的回答，并毅然
决然地和这个未婚夫分手。 （综合）

情侣吵架，女子上飞机
男子竟谎报有爆炸物

21日上午，记者从江西省机场集团公
司证实，当天凌晨0时51分，深航ZH9786
合肥飞深圳航班因收到威胁信息备降江
西南昌。飞机已于当天上午11时45分从南
昌昌北机场重新起飞。

21日凌晨，深圳航空官方发布消息
称，当天凌晨0时6分ZH9786航班起飞后
不久，合肥机场收到匿名电话称机上有爆
炸物。深航获悉后立即通知机组就近备
降，随后飞机顺利备降南昌，人机安全。

经警方调查，原来是机上一名女乘客
的男友，因与其闹矛盾，为了阻止其乘飞
机离开合肥，所以编造谎言。目前，举报男
子已被合肥机场警方刑事拘留。（中新）

卡梅伦拒绝归还
印度“科依诺尔”钻石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２０日说，英国
不会归还殖民时期从印度获得的“科依诺
尔”钻石。

卡梅伦１８日抵达印度，开始为期３天
的访问。行程最后一天，卡梅伦排除归还
钻石的可能。他说，归还不合理，英国不会
把“科依诺尔”归还印度。

“科依诺尔”在波斯语中意为“光明之
山”，重约１０５克拉，曾为全世界最大钻
石，现安置于伦敦塔中供参观。

１８４９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掠走“科依
诺尔”。次年，英国驻印度总督把它当做礼
物送给维多利亚女王，镶嵌在女王王冠
上。１９３７年，英国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
母亲伊丽莎白王后在丈夫乔治六世的登
基典礼上也曾佩戴过这顶王冠。路透社
称，如果凯特王妃成为王后，也有可能在
官方场合佩戴这顶王冠。 （新华）

玻总统在委内瑞拉
未能见到查韦斯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２０日说，
自己途经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前往联合
国在纽约的总部，但未能见到查韦斯。

莫拉莱斯１９日在加拉加斯会见了查
韦斯的家人及医生，但因查韦斯仍在治
疗，未能碰面。 （新华）

近日，浙江温州瑞安市、苍南县因河道
污染，当地环保局长相继被网友高价“悬
赏”下河游泳，引发网民关注。“悬赏‘泳
夫’”风波未平，19日，浙江省温州市环保局
在当地报纸刊发整版广告，盘点2012年度
的七大成就，称温州去年获得省级环保模
范城市称号，高调邀功遭到网民质疑。温州
环保局这种自我表彰的做法遭到大量网友
质疑，有网友检索出《温州晚报》的一份
2012年度广告价目单，其中明确标明：第二
版彩版广告价格为14万元。 （新华）

温州环保局登整版广告
“自我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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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S
信用卡方向盘等日用品
可致不育？

儿童玩具、PVC地板、汽车方向盘、
仪表盘、信用卡等日常用品中的化学物质
都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影响”，很可能会引
发乳腺癌、哮喘、不育以及新生儿缺陷等。
据英国媒体 2 0 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19日发布的2012年度报告称有
“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这些化学物质会
干扰人体正常激素。报告称，10年来，和激
素相关的疾病大幅上升，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用来做增塑剂的邻苯二甲酸酯、双酚
A以及阻燃剂等添加在日常用品中的化
学物质对人体有极大危害。这些和人体内
分泌相关的疾病包括男性的生殖问题、妊
娠并发症、一些癌症、肥胖以及智力发育
问题等。 （据《信息时报》）

内蒙古超大金矿
资源储量为148 . 5吨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获
悉，地质勘查人员近日在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中旗探明一处超大型金矿，资源储量为
148 . 5吨，保有资源储量130 . 4吨，探明资
源储量目前列自治区首位。据介绍，从
2011年起，内蒙古太平矿业有限公司投资
近8000万元，对乌拉特中旗浩尧尔忽洞金
矿开展深部勘查，近日在1436米标高以下
取得地质找矿突破，新探明金矿资源储量
75 . 9吨，使已经探明的金矿资源储量达
到148 . 5吨。专家认为，这处金矿的深部
及外围仍有巨大找矿前景。 （新华）

经济J

紫金矿业泄漏污染事件、杭州苯酚槽
罐车泄漏引发新安江污染事件……一系
列重大突发环境事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
染和不良社会影响，一次次敲响化学品污
染防治警钟。环保部发布的《化学品环境
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化学品污
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十二五”期间，我
国将对化学品污染进行全面防治。（新华）

化学品污染呈高发态势
全面防治迫在眉睫

西安临潼公布
８９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

卫生部21日就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共
厕所卫生标准(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
会意见。征求意见稿对公共厕所的规划布
局、设施设计、设施建设与日常管理等提
出卫生要求，并对公共厕所的臭味强度和
蝇蛆数量等评价指标规定了限值。

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公共厕所服务区
内男女人群数量相当情况下，男女厕位比
例宜为1∶2。征求意见稿将公共厕所臭味
强度分为无臭味、微有臭味、明显臭味和
强烈臭味四个等级，要求附属式公共厕所
臭味强度为1级，独立式公共厕所臭味强
度小于等于2级。此外，征求意见稿要求，
附属式公共厕所每平方米苍蝇数小于等
于1只，独立式公共厕所小于等于3只。

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共厕所应有保洁
制度和配备保洁管理人员，定期对洗手
盆、门把手等进行消毒，做到地面无积水、
痰迹和垃圾，大便池内无积粪、粪迹，小便
池内无积尿和尿垢。 (新华)

公厕标准征求意见
对臭味强度苍蝇数量等
作出规定

中方要求日本就安倍言论
做出澄清和交代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２１日在例行记者
会后表示，中方严肃要求日本就首相安倍
晋三相关言论立即做出澄清和交代。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２１日启程访美前接受《华盛顿邮报》采
访时称，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
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意在巩固自身的政
治支持。日本将阻止中国“掠夺他国的领
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中方对有关报道内容感到
震惊。一国领导人如此公然歪曲和攻击邻
国，煽动地区国家间的对立，这是罕见的，
在国际社会是不得人心的。中方致力于同
日本发展战略互惠关系，但不会坐视日方
在涉华领土、历史、歪曲中国外交政策等
问题上的消极举动。中方已严肃要求日方
立即做出澄清和交代。 （新华）

公安部：
加强公安边防部队建设
做好海上维权斗争准备

公安部部长郭声琨21日表示，各级公
安边防部队要积极适应国际形势和周边
局势发展新变化，扎实做好随时应对各种
复杂局势的充分准备，加强部队建设、强
化实战训练，不断提升能力和水平，为维
护我海洋权益、确保我公民安全发挥更大
的作用。 (新华)

外交部：
各方应坚持通过对话
协商解决朝核问题

外交部21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日，正在访华的
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杉山晋辅称，他在
与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
伟会谈中表示，朝鲜核试违反联合国决
议，不可接受，希望中方在处理朝鲜问题
上发挥主导作用。双方一致认为，加快推
动六方会谈等外交努力对半岛无核化非
常重要。请证实并介绍有关情况。外交部
发言人洪磊表示，有关各方应坚持通过对
话协商解决朝核问题。 (新华)

中国驻日本新潟总领馆２１日说，一艘
载有１２名中国和韩国船员的货船当天在新
潟附近海域沉没，一名中国船员和两名韩
国船员因抢救无效身亡。

中国驻新潟总领馆说，根据日方通
报，２１日上午，一艘货船在日本新潟县佐
渡岛西北３００公里海域沉没，船上有９名中
国籍船员、３名韩国籍船员。中国驻新潟总
领馆接报后立即要求日方全力搜救船员，
随时向中方通报最新情况。 (新华)

一名中国船员在日本
新潟附近海域遇难

西安市临潼区政府2月初在官方网站
公布了包括区政府“一把手”在内的全区89
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姓名、职务和手机
号码，区长刘三民的手机号也在公布之列。
刘三民说：“公布领导个人电话，就是想让
区长、局长和街办主任们更加广泛地接触
群众，了解群众心声，解决群众难题。”

据了解，西安市临潼区政府在公布电
话号码的同时还要求，在规定接通时间内
要保证随时有人接听，并处理群众诉求，
每一件事、每一个电话都要有记录，都要
有处理结果。 （新华）

企业主被曝贿300万元
“买”省人大代表

“花三百万巨资贿赂市人大代表成功当
选省人大代表。”近日，央视记者赵喜在其微
博上晒出一份举报材料，举报人李新庚举报
湖南省人大代表左建国“以将近300万贿选
成为湖南省人大代表”。衡阳市委宣传部20
日电话回复赵喜，称衡阳市有关部门已经启
动对贿选问题的调查。（据《南方日报》）

2月20日，湖南省政府在长沙召开省
长质量奖颁奖大会暨全省质量工作会议，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企业获得
2012年度省长质量奖。省委副书记、省长
徐守盛为获奖的5家企业颁奖。省长质量
奖是湖南省最高质量荣誉奖。

去年11月19日，有媒体报道称酒鬼
酒中共检测出3种塑化剂成分，其中邻苯
二甲酸二丁酯(DBP)的含量为1 . 08mg/
kg，含量超标高达260%，可影响发育和导
致肝癌。随后，质检、卫生等相关部门经过
调查之后确认，酒鬼酒等部分白酒产品中
的确含有塑化剂成分。酒鬼酒陷入一场旷
日持久的塑化剂风波。 （综合）

曾塑化剂超标的酒鬼酒
获湖南省长质量奖

携带小水果刀
郑州市民被拘3日

近日，郑州市民吴伟春因在钥匙链上
随身携带一把小水果刀，被郑州市公安局
二七第二分局行政拘留3日。据介绍，1月28
日下午在郑州市街头，吴伟春被一便装陌
生人拦住，该陌生人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证
件说“我是派出所的”，让吴“配合一下工
作”。随后，陌生人搜走吴裤腰上挂的钥匙
和身份证，并将他带到了洁云路派出所(现
名郑州市公安局二七第二分局)。（中新）

高速上哄抢散落货物
一村民被撞死

2月19日晚上11点37分，实名认证为
“河南省高速公路路政管理总队第一支队
沪陕高速新区路政大队路政员”的网友@
陈小威Bora发微博称，一辆货车在该大队
辖区发生事故，“附近老百姓哄抢散落的
货物时被车撞死。”20日下午4点，信阳市
高速交警支队匡副支队长称，一村民抢货
物时被后来的车撞死。据匡副支队长介
绍，事故货车上装载有洗发水、洗衣液等
洗化用品，部分货物散落在高速路面上，
遭到附近村民哄抢。（据《河南商报》）

21日，网上爆出“云南省富宁县剥隘
镇岩村村民在大年初四遭到逾百名中铁
隧道集团员工打砸抢烧，村中房屋、车辆
无一幸免，老人小孩逃往深山躲了一夜。”
云南富宁县委宣传部21日向记者证实，该
事件确有此事，事件正在处理中。

21日，富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裕江
向记者介绍，2月12日，中铁隧道集团的两
名员工骑摩托车路过岩村，因路面泥泞，
泥土溅到了几位年轻村民身上。村民便向
他们索要了600元人民币，随后又殴打了
二人，造成人员受伤。13日，中铁隧道集团
上百名员工便对村民实施了报复，被打砸
的共有56户村民。 (中新)

中铁隧道上百员工
被指打砸云南村庄

超面积使用办公室
吕梁粮食局局长被记过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人员发现
太阳系外最小行星，体积约为地球三分之
一。新发现的行星名为开普勒－３７ｂ，位
于天琴星座，围绕一颗距离地球２１０光年
的恒星运转。开普勒－３７ｂ距离恒星过
近，地表温度高，估计在３７１摄氏度左右，
缺乏大气和水。 （新华）

科学家发现
太阳系外最小行星

针对网络反映“吕梁粮食局局长住豪
华办公室”一事，山西省吕梁市纪委监察
局21日核查后通报称，吕梁市粮食局局长
贺海昌超面积使用办公室，不当配置办公
家具，违反了廉洁自律的规定，现已责令
其将不当配置的双人床和办公家具妥善
处理，办公用房按国家标准进行调整，并
决定给予其行政记过处分。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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