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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参要求全军做好打仗准备
新年伊始! 总参谋部颁发 "

)+!"

年全军

军事训练指示#! 对今年全军军事训练工作作

出总体部署$

"指示% 指出!

,+!"

年! 全军和武警部

队要紧紧围绕能打仗& 打胜仗的目标! 以军

事斗争准备任务为牵引! 大力加强实战化军

事训练! 实践创新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模式!

加紧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进一步推动

部队训练向实战靠拢& 院校教育向部队靠拢$

要强化打仗思想! 增强忧患意识& 危机意识&

使命意识' 做好打仗准备! 从实战需要出发

从难从严训练部队' 提高打仗能力! 解决影

响实战化训练的重难点问题' 坚持打仗标准!

按照实战要求检验衡量训练成效$

突出使命课题训练和基础训练$ 加强战

略战役首长机关训练! 强化各军兵种部队实

战化针对性训练和检验性对抗性演练! 统筹

非战争军事行动训练! 以考促训& 以比促练&

以拉促备! 不断提高部队实战能力$

大力加强信息化条件下战法创新$ 紧贴

部队作战任务和可能的作战行动! 贯彻信息

主导& 体系对抗& 精确作战等先进理念! 在

全军大兴战法创新之风! 形成系统配套& 实

在管用的战法成果$ 组织全军信息化条件下

战法创新研讨活动$

深入开展基于信息系统的集成训练$ 依

据 "基于信息系统集成训练指导纲要% 深化

实践探索! 突出信息网络要素集成训练! 强

化依托信息系统练指挥& 基于信息共享练协

同& 着眼信息火力一体练战法& 围绕资源优

化配置练保障! 探索联合作战体系融合训练

方法路子$

系统推进军事训练改革$ 持续推进训练

运行方式和训练内容& 方法& 管理& 保障改

革! 加快创立信息化条件下训练模式$ 编修

新的作战条令和训练大纲! 研发全军军事训

练管理信息系统! 大力推进基地模拟网络训

练条件建设! 完善部队驻地及营区训练场地

设施建设$

着力提高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按照能打

仗& 打胜仗目标和源于部队& 高于部队& 用

于部队要求改革院校教学内容和管理方法!

着力抓好忠诚教育& 能力强化和作风建设!

培养一大批能指挥打仗& 保障打仗的优秀人

才 $ 严格实施学员连队化管理 ! 全面启动

(

,!!+

工程) 三期建设$

*指示# 强调! 各级党委和领导要把加强

实战化军事训练& 提高部队实战化水平& 改

进院校实战化培训机制作为重要责任! 以军

事训练为中心统筹各项工作! 大力强化求真

务实训练作风! 按照真& 难& 严& 实要求练

好真功夫& 学好真本事$ !据 "解放军报#$

周克华女友昨日受审
被控窝藏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两宗罪

去年
-

月
!.

日!苏湘渝系列持枪抢劫案

嫌疑人周克华被重庆警方击毙$ 其(

/+

后)女

友张贵英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抢劫罪刑事拘

留$

0

月
!.

日下午
,

时
"+

分!重庆市沙坪坝

区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 不过检方指控的罪

名则是窝藏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这也

是首次公开起诉书的内容$ (我准备做无罪辩

护$ )张贵英的辩护律师&四川舟楫律师事务

所主任姚飞
!

月
!.

日表示!张贵英对周克华

所做的一切!并不知情$

检方指控%

周克华抢劫
!

万元 她存在两张卡上

!

月
!.

日下午! 记者从张贵英案的起诉

书上看到! 检方指控张贵英所犯的其中一宗

罪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检方认为!去年

.

月! 张贵英在宜宾和周克华相识后将周克

华带至自己家中居住$同居期间!张贵英看见

周克华持有枪支$ 去年
1

月
!

日!张贵英和周

克华一同来到重庆挣钱$ 去年
-

月
!+

日上午

/

时
"2

分许! 周克华在沙坪坝凤鸣山中国银

行上桥支行门口!持仿(五四)手枪枪击王某

和廖某!王某当场死亡!廖某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周克华当场抢走王某挎包一个!内有现金

1

万元!三部手机$ 逃离过程中!又持枪枪击

前来追赶的中国银行保安马某! 导致马某受

伤!后周克华又持枪枪击铁路警察朱某!导致

朱某当场死亡$

去年
-

月
3+

日中午
!,

时许! 周克华和

张贵英在沙坪坝陈家湾(

1

天连锁酒店)附近

见面!将抢劫得来的赃款
#

万元交给张贵英!

张贵英将赃款分别存入事先准备好的中国建

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卡中$

检方认为! 张贵英在明知是犯罪所得的

情况下!将赃物予以窝藏!构成了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检方指控! 在周克华持枪抢劫杀人案发

生后的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期间! 张贵英

多次用电话和短信的方式与周克华联系!将

自己所了解的公安机关侦查和追捕的相关情

况告诉周克华$

检方认为! 张贵英明知周克华犯罪而帮

助其逃匿!应当以窝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

无证据表明犯窝藏罪 将做无罪辩护

张贵英被重庆警方抓捕后! 成都的四川

舟楫律师事务所主任姚飞接受张家人委托!

为张贵英提供辩护$

!.

日下午!重庆市沙坪

坝区法院组织公诉方和辩护方进行开庭前的

证据交换!姚飞透露!双方主要对非法证据的

排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姚飞介绍! 他此次将为张贵英做无罪辩

护$针对检察机关提出的罪名!他认为现有证

据并不能证明张贵英知道周克华给她的
#

万

元现金就是赃款!因此!并不构成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

对于窝藏罪! 姚飞认为! 周克华到重庆

后!并没有和张贵英住在一起!案发后两人也

只是通过短信和电话联络! 张贵英并没有窝

藏周克华$此前有媒体称!张贵英才是周克华

抢劫杀人案的幕后军师! 并称张贵英受邀观

摩周克华抢劫!姚飞告诉记者!会见中!他专

门询问了张贵英! 张贵英对此表示了否认$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张贵英也是一名受害

者$ )姚飞说!张贵英因为家境贫寒!成为一名

失足女性$在和周克华交往的过程中!她更看

重周克华是否给予了她经济上的保障! 他们

认识才仅仅
.

个月!对于周所做的一切!她并

不知情$ !据&北京晚报#$

吉林省桦甸市金矿事故失踪人员安全升井
新华社长春

'

月
'(

日电!记者 王晓明"

12

日
3

时许! 吉林省桦甸市夹皮沟镇老金厂

金矿!井下
33"

米处发生坑道火灾事故!导致

井下一氧化碳浓度过高! 目前已确定有
4

人

遇难!

!0

人受伤$最后
1

名失踪人员已经安全

升井$

据了解!事故发生时!井下共
21

人作业!

事故发生后!现场
4

人遇难!

!0

人受伤!

15

人

安全升井!另有
1

人失踪$

事故发生后! 现场抢险救援工作随即展

开!经过全力搜救!最后
1

名失踪人员已经安

全升井!所有受伤人员经初步医务处置后!已

全部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据了解!老金厂金矿证照&资质齐全!年

生产能力
3-62

万吨! 距省会长春市
5""

公里

左右!目前事故发生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铁道部否认
乘务员因高铁辐射集体辞职传言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有网民通过微博发

布信息称(高铁辐射严重!乘务员集体辞职)$

对此!铁道部政治部宣传部官方微博(中国铁

路)

!

月
!.

日作出回应+(铁路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表示!这一说法纯属谣言$ )

该微博表示+这位负责人介绍!高铁输电

线路产生的电磁场主要是工频电磁场$ 铁路

部门对高铁动车组车厢& 司机室等常年进行

系统监测!其电场&磁场强度均符合国家相关

标准!不会影响乘车人员的身体健康$ 铁路部

门未发现值乘高铁乘务员不孕&流产的情况!

更没有集体辞职的现象$

此前! 有网民发微博称 (高铁尽量不要

坐!高铁乘务员最近又招了一批!因为上一批

集体辞职了!因为高铁辐射严重!乘务员不是

不孕就是流产!因为引进的只是高铁机芯!而

车厢和防辐射设备根本没有, ) 也有微博说

(跑长途高铁动车的乘务员!大量月经不调掉

头发! 铁道部舍不得采购极其昂贵的消磁装

备$ ) !于惊$

区民政局局长被免职

广东揭阳查处"借孤儿#事件

据新华社电 在日前新华社记者报道了

揭阳(借孤儿)事件背后存在(福利院变成空

壳)&

!!2

个孤儿散落在寺庙和个人家庭里等

问题后!广东省揭阳市政府
!

月
!.

日对外通

报该事件处理结果+区民政局局长被免职!区

民政局办公室主任被停职检查$

揭阳市榕城区政府部门通报表示!(借孤

儿) 事件反映出榕城区对孤儿收养安置工作

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处置不力

等问题!还暴露出部分基层干部作风不实&水

平较低等弊端$ 榕城区委&区政府向社会公开

致歉!对媒体的监督表示感谢!并将正视存在

问题!引以为戒!解决好历史遗留欠账问题和

今后孤儿的收养安置问题$

针对新华社报道的福利院被侵占等问

题! 揭阳市政府部门称! 榕城区已于
!

月
!.

日清退原占用区福利院的有关单位! 并对福

利院进行规划! 计划今年上半年先投入
!++

万元在榕城区福利院设立儿童部! 并协调做

好孤儿入户手续$ 随后还将分期投入
,++

多

万元!建设配套设施$

!就算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研究生考环卫工失败

(就算死也要死在编制里)! 研究生毕业

的王洋!在说这句话时!虽然面带笑容!但心

里并不轻松$

,+!,

年
!+

月中旬!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招聘事业编制环卫工人的考试中!

王洋并未成功入围!但到现在!他还是坚持对

(编制)的追逐!在他看来!只要是带编制的工

作!即使是做清洁工!也在所不惜$ 而就在去

年! 哈尔滨市环保系统招聘考试!

.21

个工勤

技能岗位却引来
!

万余人报名!其中
,/

人拥

有统招硕士研究生学历! 最终有
1

位研究生

成功上岗$

据介绍! 这次招考要通过笔试和面试两

个阶段!

,,

个研究生里既有倒在笔试上的!也

有在面试没有获得认可的!主要原因是(对环

卫工作的认识不够)$

王洋就是
,,

个研究生之一!无奈最终落

选$

王洋认为考试的题太难了+(笔试总分是

,++

分!

2+

分的内容是关于社会和谐&公德等

方面的!这部分知识可以通过看马哲&邓论等

书籍!但剩余的
!2+

分包罗万象!而且在招考

时就说!考试不指定教材!不指定范围!原则

上掌握清扫员具备的知识$ )

王洋热衷体制内的身份不仅仅是追求稳

定!(我老家是省内的一个农村! 现在都没有

直达的火车!而是要坐
1

个小时的客运!虽然

我现在是学校的集体户口! 但打工的地方都

没办法把我落到城市户口! 户口的差异带来

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

的不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虽然

面带笑容!但王洋说得并不轻松$

网友声音

老沉了% 小时候# 看到街上扫大街的阿

姨#冒着凛冽的寒风#在辛勤劳动$ 妈妈说#你

将来不好好学习#就干这个了$ 结果长大了发

现#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干这个$

不说不说%落榜的
,,

名研究生心里不知

啥滋味#居然扫大街都没人要%%

走你%我已经预测到有一天#一个初中生

正在路边写写画画验证哥德巴赫猜想# 然后

一个环卫工过来说#用拉格朗日定理$

!据&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