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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青山区某公司工人曾强
保挖地窖囚禁两名少女!供其发泄
欲望! 曾强保还被控强奸!!名妇

女"湖北省高院日前对曾强保非法
拘禁# 强奸一案作出二审裁定!维
持一审死刑判决"

&XYZ[\'

近日贵州毕节女教师周琴被曝
遭官员强奸!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

网传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
竟然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日! 中共毕节市委做出决
定!免去郭少全同志毕节市公安局
政委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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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北京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曝
光上半年!$家违法企业名单!其中!全
聚德#亿客隆#华联超市#东兴楼等知
名企业上榜"

根据北极光内市动物卫生监督所
提供的信息表! 违法企业的案由大多
数为肉产品 %未按规定查验和存留检
疫证明&!而这些企业大多数都是餐饮

企业和超市"

其他案由包括在 %饲料中添加原
料药案&#%兽药原材料过期&#%未按规
定查验和存留检疫证明&#%运输动物
产品进京未经检疫通道&#%未按照批
准的职业项目范围开展诊疗活动&#

%使用伪造检疫标志&等"

根据相关规定! 北京市动物卫生

监督所对违法企业采取罚款或警告的
处罚!最高的被罚款%万元" 其中!北京
精准动物营养研究中心因为在该单位
产品%&'()猪通用复合预混料'*!&((&

中添加了原料药%洛克沙胂&!被罚款!

万元" 北京智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原
料库中有十二种物料已经过期! 但未
按规定及时处理!被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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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英语
教师的微博引起关注!%每位学生
购置一台+*,-! 如果你没钱去赚
钱买"如果你暑假两个月赚不到区
区四千元!你不适合学金融!也没
必要做我的学生" &这些话很快引
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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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记者经过多方查找!获
悉该微博并非杜撰!博主名叫梁振
宇!是上海海事大学的一名金融英
语课教师!其微博内容有这么两条
内容$

%从下学期开始! 我将使用
.*/0上金融课" 所有的讲义#考试#

资料只提供.*/0兼容的格式!希望
每位学生购置一台.*/0" .*/0代表
最先进的思想!我的学生也必须如
此"如果你没钱买!去赚钱买"如果
你暑假两个月都赚不到区区四千
元!你不适合学金融!也没必要做
我的学生" 贫富不反映你的家境!

却反映你的能力" &

%从下学期开始!我要求$男生
穿西服1衬衫2领带2皮鞋!女生须
全套化妆"我不想在教室看到一件
休闲装" 不能每节课都做到的学
生!考试不超过3&分"欲成大事!先
整风" 欲学金融!先把自己变成个
学金融的样子))&

对于这番言论!微博上的学生
留言意见不一!不过其中批评的声

音更多"有人表示这就是拜金主义
的体现$%大学教育在一个还未成
熟的社会不应搞成精英教育!作为
一个老师!在任何时候都应体现对
自己所有学生同等的尊重!不能因
贫富而区分" &也有学生对此表示
理解!有人认为!对学金融的学生!

一个暑假挣不到四千就不用学金
融了!也不算完全说错" 还有人表
示!这样的要求并不很过分!起码
证明这位教师不是%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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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该教师表示 %有些后
悔&!不过他表示!这些话只是建议
而非强制!高要求是为了提高学习
效率"

梁老师说!之所以向学生推崇
.!*/0!是因为它对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的确很有帮助!%比如说!我们
金融课上会用到计算器!现在一个
德州仪器牌的计算器价格为$&&

元!但用.*/0下载一个软件!就只需
%(美元!对学生很合算" 上英语课
时! 学生可以即时通过.*/0把自己
的口语录音用无线方式发送给我!

我可当即进行评价指导" &

梁老师同时表示$%金融行业
和其他行业不大一样!对着装一向
非常讲究!如果学生身穿西装脚蹬
白袜去面试!肯定要被淘汰" 这个
要求是提前对他们进行职业训
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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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许迈永出生于%3(3年! 曾担
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 区委书记# 杭
州市副市长等职务! (月%4日! 许迈永
因受贿%'$(亿余元! 贪污(5&&万余元!

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违规退还有关公
司土地出让金6%&&万余元! 被宁波中
院一审判处死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令人瞠目的数字背后! 暴露出一
个巨贪利用房地产市场进行 %权房交
易& 的堕落之路"

据检察机关调查! 许迈永第一次
利用房地产牟利是在%33(年! 其远房
表弟许飞跃看中了萧山市一块土地!

时任萧山市委常委# 副市长的许迈永
为其打招呼拿到开发权! 结果许飞跃
一倒手! 就赚了5&&万元! 许迈永分
得%(&万元"

许飞跃此后在多个项目中得到
许迈永的关照" 尝到甜头的许迈永

从此一发不可收" 调查显示! 许迈
永从许飞跃手中拿到的好处多达
4&&&余万元"

4&&&年%4月! 许迈永设立了杭州
瑞博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万元" 形式上! 由许迈永任董事长
的国有企业杭州金港公司出资%&"!

汇丽公司和浙江通策房地产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3&"! 实际上除了金港
公司投入注册资本%&&万元之外! 其
他两家公司3&&万元的注册资本均在
验资后抽回"

许迈永和两家公司的老板约定!

瑞博公司3&"的股份归许迈永所有"

4&&4年! 金港公司%&"的股份也卖给
了许迈永"

经评估! 4&&4年! 瑞博公司资产
已经增值近$&&&万元" 许迈永利用金
港公司这个平台! 贪污国有资产达
(5&&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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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姜人杰出生于 %3$#年!曾利
用担任苏州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
五个单位在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置换
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共计折
合人民币 %'&#亿余元"

此前!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4&&#年 $ 月对姜人杰受贿案作出一
审判决! 判处姜人杰死刑" 姜人杰
不服!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上诉"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
明!4&&% 年上半年至 4&&$ 年上半年
间! 上诉人姜人杰利用担任苏州市
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城建#规划#

房地产开发等工作的职务便利!帮
助他人保留已被确定取消的土地开
发项目#进行土地所有权置换#介绍
工程业务及结算工程费用等! 为他
人谋取利益! 先后非法收受他人贿
赂!共计人民币 %&#(6 万元#港币 (

万元#美元 $&&&元"

4&%% 年 5 月 5% 日二审公开宣
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一审
法院所作判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
合法!应予维持!驳回姜人杰的上诉"

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第
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法院认为!姜人
杰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在为他人谋取
利益过程中!违背职责!积极谋划!弄
虚作假!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并给国
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应依法惩处"

姜人杰虽有主动交代未被掌握的
极少部分受贿事实的情节! 但不足以
对其从轻处罚" 姜人杰在归案后向办
案机关提供了他人涉嫌犯罪的线索"

经查证! 他提供的部分线索涉及的问
题已被办案机关掌握! 部分线索与事
实不符!其行为不构成立功" 据此!依
法对他判处并核准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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