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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国之声报

道!近日!武汉
+,-

万多辆新爱丽舍

出租车被曝出质次价高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 出租公司和司机反映采购

中没有自主权可能存在腐败问题 "

+'

月
.

日! 武汉市政府就此做出回

应"

调查组新闻发言人陈佑湘表示

生产商并不承认车辆存在安全问

题" 陈佑湘说#$神龙公司认为!新爱

丽舍出租汽车不论是否安装了
*/0

刹车系统! 均符合国家乘用车自动

系统技术要求和机动车运行安全技

术条件% &

但是出租车追尾' 刹不住车事

故频发的事实摆在眼前! 而且连武

汉客管处一名工作人员也承认出租

司机和公司没有自主选择出租车的

权利"

确定出租车型号问题上政府相

关行业主管部门是否越位( 这当中

是不是会有利益输送( 武汉市政府

副市长刘立勇在发布会上表态 #已

经成立由纪委牵头的调查组深入调

查% 刘立勇表示#$我们同时也成立

了两个调查组! 一个是关于质量安

全的调查组! 一个是关于是否有利

益输送!是否有腐败问题的调查组%

都开展了工作! 有了结论一定向社

会公告% 如果涉及到违法违纪的问

题!我们会依法'依纪处理!并向社

会公开% & !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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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

月
.

日上午!

重庆市涪陵区委宣传部通过其官方

微博$

1

涪陵微博&发布消息称!经

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调查核实 !近

日互联网流传不雅照片中的男性为

涪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

部吴红%

&)

月
.

日!重庆市涪陵区监

察局研究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

月
)

日! 重庆某论坛出现名

为 )涪陵综合执法局某公穿着执法

制服与裸露女子房间暧昧照片曝

光*的帖子!以及两张不雅照% 发帖

网友称! 两年前捡到一张内存卡放

在家中抽屉内! 最近他的内存卡坏

了!翻抽屉的时候看到了!便拿出来

使用! 结果看到一男子穿着公务员

制服! 和一个穿着裸露的女子在调

情%

该网友称!$让我大吃一惊的是

这个穿着制服的公务员竟然和我以

前见过的人很像! 好像是我在酒吧

当服务员的时候! 看见他来酒吧检

查过!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来检查

的时候很凶的样子! 虽然只有半边

脸! 好像是涪陵综合执法局的一名

公务员% &该网友希望有关部门对违

纪男子给予查处! 并表示愿意配合

调查%

-

日!涪陵区综合执法局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称! 初步确定照片上人

员并非该局工作人员! 并公布了电

话!表示为进一步澄清事实!恳请发

帖网友与执法局纪委联系% 据新华

社报道! 涪陵区综合执法局之所以

$初步确定照片上人员非本局工作

人员&! 是因为网友上传的照片有

限!且照片上有马赛克!很难确定是

谁!发帖网友也未与其联系!于是将

该案上报%

.

日上午!重庆市涪陵区监察局

调查核实! 不雅照片中的男性为涪

陵区综合执法局文化执法支队干部

吴红!并研究决定!对其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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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

月
&-

日是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
23

周年纪念日% 记者昨日从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和余昌祥

将分别于
(

日和
+)

日启程赴日本

参加集会! 并向当地民众讲述当年

历史%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 夏淑琴将

于
(

日启程!到日本大阪'京都'福

冈'冈山'神户'金泽'名古屋'东京

参加$证言集会&!历时
+)

天% 余昌

祥将于
+)

月
+)

日启程! 到日本福

冈'熊本等地参加$证言集会&!历时

2

天%

今年
4-

岁的夏淑琴是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人物! 她不但是

第一个赴日本作证言的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 而且还一直坚持与那些企

图否认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作斗

争! 尤其是在中日两国法院均告倒

了污蔑她为 $假证人 & 的日本右

翼%

=>*?@AB.

!"

月
#

日#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医生在给$拇指姑

娘%小花喂奶&

$拇指姑娘%小花!化名"是一名在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出生的早

产女婴& 小花的母亲是河北省昌黎县一位近
$%

岁高龄的孕妇#

"%!"

年
&

月
!'

日因胎盘早剥# 小花在孕
"(

周时被迫提前来到这个世

上&小花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由于前四个孩子都未能顺利出生或长

大#所以小花的健康成长是这个家庭的希望&

据小花的主治医生王月怡介绍#小花出生时#身长
"&

公分#体重

$&%

克#各脏器发育非常不成熟#出生
"%

天后#心脏超声检查证实她

的动脉导管未闭#必须给予手术结扎治疗& 为了挽救小花的生命#医

院专门成立由多名新生儿医疗专家和经验丰富的护士组成的医疗救

护小组#

"#

小时专人监护&

)

月
&

日#心脏只有鹌鹑蛋大小的小花#

在她出生后的第
"$

天#接受了动脉导管结扎手术&

目前 $拇指姑娘% 小花已撤离呼吸机辅助呼吸# 体重达到
!$%%

克#会自己吃奶了#但还将在监护室继续接受很长一段时间监护治疗&

小花住院治疗
!%

多万元高额的费用#给原本就贫困的家庭带来

极大的困难& 医院在减免了部分费用的同时# 还号召全院职工捐款

!*#%%

元#用于帮助支付小花的治疗费用&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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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昆明
'(

月
)

日电 记

者从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政府新闻

办获悉 !

1.

月
2

日
13

时
12

分 !富

源县黄泥河镇上厂煤矿一号井发生

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 !

14

人遇

难%

经初步核查! 事故发生时当班

.0

人下井!

11

人安全升井!

14

人遇

难%当地县委'县政府迅速启动了应

急预案! 云南省和市县有关领导及

时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 组织救援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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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在浙江省仙居县

下各二中的校门口! 每天都有一名

中年妇女傻傻地等着女儿放学 !一

站就是一整天% 自从患上精神病!她

就只认得女儿一个人% 为照顾患病

母亲!

+3

岁的朱耀婷从小学开始便

带着母亲去上学! 日子已过了近
4

年%

母亲得病 父亲出走

朱耀婷
4

岁那年! 母亲陈金芳

精神病发作! 父亲随之离家出走杳

无音讯% 从那以后!陈金芳只和女儿

说话%

$她把爱全部寄托在了女儿身

上!形影不离% &朱耀婷的外公对记

者说% 每天!这位老人用三轮车把母

女俩送到学校门口% 不管刮风下雨!

当朱耀婷上课时! 母亲就呆呆地守

在校门口张望% 中午放学后!朱耀婷

就带着母亲来到食堂就餐% 晚上放

学!她便把母亲带回家%

$请教%妈妈 唤起回忆

尽管陈金芳神志不清! 但女儿

仍能感受到深厚的母爱% 朱耀婷看

电视!她就躺在边上睡觉休息+吃饭

时!朱耀婷给她夹菜!她总是夹回给

女儿!对女儿说#$自己吃% &

朱耀婷尽最大的努力来照顾妈

妈% &下各二中党支部书记吴金叶告

诉记者% 每顿饭!朱耀婷都亲自给妈

妈盛饭% 她说#$每次把饭端到妈妈

面前!她都会笑一笑% &她还经常拿

些简单的题目去$请教&妈妈!试图

唤起她的回忆%

生活困难 捐钱助人

家庭的贫困和母亲的病情并没

有让朱耀婷觉得难堪! 她却表现出

了异常的开朗和懂事% 虽然母女俩

加上外公外婆的生活只靠每个月的

低保和老年补助共
.56

元维持 !但

是在全县慈善爱心捐款时! 朱耀婷

却捐出了学生中最多的
4

元钱%

$我最大的愿望是妈妈的病能

治好% &朱耀婷说% 得知朱耀婷和母

亲的故事! 仙居县第二人民医院决

定免费给朱耀婷的母亲治疗%

朱耀婷所在学校免去了其母亲

的餐费! 把补助悄悄打进了朱耀婷

的饭卡% 近日!义乌商会决定资助朱

耀婷一直到大学毕业%

朱耀婷和母亲的亲情感动了乡

邻! 她被学校评为 $行为规范示范

生&!也被选送为仙居的$慈孝之星&

等%$母女俩的不离不弃令人感动!这

种纯真的亲情更是勾起了人们对于

善良和纯真的回归%正是这种心底的

触动!带动了爱心的汇聚%&浙江省社

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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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记者
&)

月
.

日

晚从广东省人民政府应急管理办公

室获悉!

.

日下午广东省汕头市潮

南区一内衣厂发生火灾!造成
&.

人

死亡'

&

人受伤%

下午
&(

时大火被扑灭%伤员救

治' 事故原因调查等善后工作仍在

进行%

广东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要

求全力救治伤员并成立工作组!查

明事故原因!举一反三!严防类似事

故再次发生%广东省公安厅'省安全

监管局' 省公安消防总队等部门有

关负责人已赶赴现场开展处置工

作%

经警方初步调查! 该宗火灾系

人为纵火造成! 纵火犯罪嫌疑人已

在普宁被警方抓获! 犯罪嫌疑人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审讯工作正在

进行当中% !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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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中央电视台

报道!

)6&-

年
&

月
&

日起 ! 北京

市将对美国' 加拿大' 巴西' 阿根

廷' 德国' 法国' 英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 韩国'

新加坡等
.3

个国家的游客实行
2)

小时过境免签! 免签过境只限于北

京首都机场! 外国游客必须持有去

第三个国家或地区的签证和机票%

新政实施后! 将有利于推动我

国旅游产业的发展! 促进入境旅游

消费! 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交往%

!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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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
&)

月
2

日从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获悉! 今年入

冬以来! 连续降雪导致内蒙古多地

降雪量达历史极值! 部分地区已出

现区域性重度白灾 % 气象部门预

计! 随着后期降温' 降雪天气的增

加! 局部地区的灾情将继续并有加

重的可能%

气象资料显示 !

11

月以来 !

内蒙古多次出现降雪天气! 其中!

中东部地区降雪异常偏多 ! 大部

分地区降雪量达历史极值 % 连续

出现的降雪和低温天气 ! 导致内

蒙古中东部地区发生不同程度的

雪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