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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
领导"#日宣布#将接回所有在其他省
份街头流浪的新疆籍儿童#并提供必
要的学习教育条件#让他们在家乡健
康成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表
示#目前详细的接回和对接计划正在
制定中$ 按照基本思路#内地省区市
如果发现街头有流浪的新疆籍儿童#

均可与新疆方面联系对接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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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则%七旬老人土地庙里
供奉县长#跪求帮讨医疗费&的消息
在各大网络论坛及微博上传播#引来
社会关注$

%我们诚挚地向老人致歉$ &"#

日# 县长文宗锋坦诚地说$ 不久
前# 他已经由光山县县长改任该县
县委书记$ 据了解# 当地民俗忌讳
生者被供奉$ 有网友因此怀疑 %供
奉县长& 系炒作# 老人背后肯定有
高手指点# 有网友对老人深表同
情# 称老人是无奈之举# 可以理解
老百姓维权之难$

!月"'日#光山县委宣传部主办
的光山网发布了光山县委' 县政府
作出的处理决定( 责成泼陂河镇党
委' 政府同匡元秀老人见面# 并同
其女婿王雪涛联系# 详细了解伤者
目前身体状况# 决定先期拿出一定
费用# 对其手术给予救助) %( 对于
涉案情况# 安排公安' 司法部门依
法快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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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李庄涉嫌辩护人妨害
作证罪案""日在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
院审理结束# 针对公诉方提交的撤回
起诉申请# 法院合议庭经评议后准许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

此案开庭后# 审判长询问控辩双
方是否有新的意见要发表# 公诉方表
示有新的意见$ 公诉人称##)日'"'日
两天的庭审中# 辩护方当庭举示的新
证据# 与公诉方所举示的证据存在矛

盾# 导致认定李庄犯辩护人妨害作证
罪的证据存在疑点$因此#公诉方决定
申请撤回起诉$

经过近一小时休庭后#法庭对李
庄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案继续开

庭$ 法庭宣布#合议庭评议后认为#重
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在判决宣告
前申请撤回起诉的理由成立$ 法庭裁
定#准许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撤
回起诉$

!!'()3"

原共青团石家庄市委副书记王
亚丽等涉嫌职务侵占'行贿一案#""

日上午在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法院
少年庭庭审结束#将择日宣判$

据了解#&时%'分开始# 经过约
一小时的法庭调查' 辩论# 庭审结
束$ 该案共涉及王亚丽和周东风*中
国农业银行石家庄分行北城支行原
副行长+'薛立新*王亚丽丈夫+'肖和
利'张志乔*河北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等$名被告人$

王亚丽 %造假骗官& 事件曾在
全国轰动一时# 据中纪委调查 (

#),)年)月# 丁增欣生于河北无极
县西验村# 父亲丁小锅) #)&)年#

丁增欣认富商王破盘为干爹# 化名
王亚丽) #)),年# 王亚丽以 %正定
县武装部干部& 身份调入石家庄市
交通局) "''#年#'月# 王亚丽调任
正处级单位西柏坡纪念馆馆长助理#

级别正科# 此时户籍出生年份已变
为#)-%年) "''%年)月# 王亚丽出任
鹿泉市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此时
户籍出生年份改为#)-&年) "''-年!

月# 王亚丽当选为石家庄团市委副
书记$ "''&年&月# 富商王破盘病逝
留下巨额遗产# 王亚丽争夺遗产导
致事发$ "'')年$月王亚丽被免职#

"'#'年#月被 %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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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上午# 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药家鑫故意
杀人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药家鑫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 并处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年 #'月
"' 日 "" 时 %' 分许# 被告人药家鑫
驾驶陕 .!#)/'号红色雪弗兰小轿车

从西安外国语大学长安校区返回市
区途中# 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
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害人张妙撞
倒$ 药家鑫恐张妙记住车牌号找其
麻烦# 即持尖刀在张妙胸' 腹' 背
等处捅刺数刀# 将张妙杀死$ 逃跑
途中又撞伤二人$ 同月 ""日# 公安
机关找其询问被害人张妙被害案是
否系其所为# 药家鑫矢口否认$ 同
月 "%日# 药家鑫在其父母陪同下到

公安机关投案$

法院认为# 被告人药家鑫开车将
被害人张妙撞倒后# 为逃避责任而杀
人灭口# 持尖刀捅刺被害人胸' 腹'

背等处数刀# 将被害人杀死# 其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 药家鑫在公安机关
未对其采取任何强制措施的情况下#

由父母陪同到公安机关投案# 并如实
供述了犯罪事实# 属于自首$ 药家鑫
交通肇事后杀人灭口# 不属于激情杀

人$ 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张妙撞倒
后# 不予施救# 反而杀人灭口# 犯罪
动机极其卑劣# 主观恶性极深# 手段
特别残忍# 情节特别恶劣# 后果特别
严重# 属罪行极其严重# 应依法惩
处$ 其虽有自首情节# 仍不足以从轻
处罚# 遂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被告人亲属' 被害人亲属及媒体
记者' 群众等百余人旁听了公开宣
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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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
一张数额为)&$)元的餐饮发票在微
博上被曝光# 立即引起了网友的围
观和质疑$ 记者从知情者处获悉#该
发票系饭店内部人员拍摄并上传#

此人之后删除了这条微博$

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慧公馆吃了
%天价餐&之后#不但没有影响该店
的生意#反而有许多人%慕名&而来
打探究竟$ %我们也是听了客人说#

才知道发票门的$ &

据悉#%高额餐费& 被曝光后#中
国红十字会总会对此非常重视##$日
即要求上海市红十字会进行调查核
实$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指
出#上海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高额餐
费& 行为违反了中央关于严格控制
%三公&支出的有关文件精神#对相关
责任人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并依照
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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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在新浪微博上#

这张照片被转疯了(一个拿
着铁勺打算舀粥喝的小女
孩#对着镜头笑得灿烂$

关于这个孩子的故事#

也被疯转着(她今年-岁#和
爷爷一起住在下沙文溯路
的一个公共厕所里#每天自
己坐#小时的公交车去民工
子弟学校上学$那被网友称
为%触动心灵的笑容&#起因
是这天她和爷爷煮粥喝#

%不用吃泡面了&$

这张照片是博友0啊
蕾亲手拍的$ 在她的指点
下#记者来到文溯路#找到
了那家公共厕所$在男女卫
生间之间的小屋记者看到
小女孩的爷爷谭荣运#江苏
徐州人#今年$&岁$ 小屋内
站着记者和谭荣运两个人#

已经非常拥挤#再也容纳不
下第三个人$ %我跟孙女就
住在这里# 她成绩很好#也
很懂事$ 要是看我干活累
了# 她就会自己出去玩#让
我在这里躺一小会$ &谭荣
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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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春季以来# 山东' 河南'

浙江等多个地区部分品种的蔬菜出
现滞销# 山东一些地方的大白菜#

甚至出现了卖"分钱一斤也无人收
购的现象$

村民刘将军种的芹菜# 足足有
半亩#却一点也没卖出去$ %多好的
芹菜#看着就愁$ &跟随刘将军进入
芹菜大棚里 #记者看到$一大片绿油
油的芹菜#非常新鲜#当记者问他以
后该怎样处理这些芹菜时# 刘将军
很认真地说道#自己打算雇两个人#

收收扔了#空出大棚来种其他的菜$

针对我国多地出现蔬菜价格持
续走低导致滞销的情况# 商务部"#

日晚上)时%'分许紧急发出通知#采
取$项措施维护蔬菜市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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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日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决定# 修
改后的法律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
辆将一律吊销驾照# 并在五年内不
得重新取得$

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
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 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刑法修正案!八"对醉酒驾驶机
动车行为作出相关刑事处罚规定后#

不需要再实行拘留处罚#因此#修改
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删去了对醉酒
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人拘留的规定$

根据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
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年
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
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营运
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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