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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名为!吕主任"的网友爆料
称#!"#!年的考研政治也遭泄题$早
在考试前两天# 就有考生下载了法
硕联盟论坛的政治押题#$个题目
中# 有%道大题出现在今年试卷上$

目前#相关调查正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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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纪委副书记'秘书长王喜远(

日在济南举行的山东省委新闻发布会上
通报#山东!'!(")"特大伪造金融票证案
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处理工作目前已接近
尾声#!"名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
业负责人涉案#其中厅级干部(名$

!"'"年'!月以来#山东省纪委和有关
部门密切配合#对这起特大伪造金融票证
案涉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认
真调查$纪检监察机关先后对涉案的!"名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立
案调查#其中涉及厅级干部(人'处级干部
)人'企业管理人员%人$其中#山东省商务
厅原副厅长郭伟时#淄博矿业集团原董事
长'党委书记马厚亮#新汶矿业集团原董
事长'党委书记郎庆田等涉案人员已被严
肃查处$目前#已移送司法机关'*人#给予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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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称# 齐鲁银行董事
长邱云章和行长被抓# 齐鲁银行巨
亏$ !+'"年'!月,"日#邱云章对外否
认此事# 但齐鲁银行内部人士证实
齐鲁银行至少有一位管理人员被司
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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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中国银监会表
示#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对该案的调查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监管部门和相关
银行正积极配合公安部门侦破案件$

当地相关银行运行正常#各项监管指
标符合监管要求$

但截至目前#齐鲁银行的损失数

据尚不得而知$ 资料显示#截至!""(

年末#齐鲁银行的总资产达)'-.$(亿
元# 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
足率##.))/均达监管红线# 当年净
利润*.$(亿元# 不良贷款合计-.+*亿
元#不良贷款率仅#.((/$ 简单计算#

齐鲁银行此次涉案金额约相当于该
行!++(年全年净利润的!0*倍$

山东省银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齐鲁银行并非惟一牵涉其中的银行#

但对传闻中牵涉的工行'兴业'浦发
等其他银行不予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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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资深银行业人士表示#!+'+

年#受存贷比考核压力的各家商业银
行纷纷展开揽储大战$而在拉存款竞
争白热化背景下#通过!高息揽储"吸
引单位存款#勾结银行人员伪造金融
票证诈骗案屡见不鲜$

所谓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是指
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
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
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
据'文件或者伪造信用卡的行为$

市场人士称#近年各银行揽储大
战加剧#在监管部门整治!高息揽储"

恶性竞争的同时#亦有部分人勾结银
行职员伪造金融票证#诈骗资金$ 市
场人士警示#城市商业银行近年大幅

扩张或是诱因之一#其中金融风险需
及早发现并整治$

一位大型银行信贷部人士指
出#常见的伪造金融票证罪有几种)

一是!克隆假票"#即通过伪造承兑
汇票或大额定期存单# 以此为质押
获得银行贷款*二是#犯罪嫌疑人谎
称帮助银行完成拉存款任务# 以高
息为诱饵骗取企业或个人存款$ 若
存款人是企业# 犯罪嫌疑人往往通
过偷出企业预留印鉴伪造票据实施
诈骗#若是个人存款#则在客户办理
存折时#偷办信用卡挂于该账号下#

再实施诈骗$

!+,-./0"

$日'+时许#网友!123阿继"在
微博上爆料)!看病送火车票# 没病
都要去装病啊+ "该网友在这条微博
下配了一幅图# 图上一家门诊下的
456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共助春
运#看病就送火车票"$ 这一口号立
即引发网友关注$

$日下午!时许# 记者来到网友
爆料的位于福州市仓山区的此医院
门口#果然看到医院的456屏幕上显
示着!共助春运#看病就送火车票"$

记者在现场拍照# 结果从医院里闯

出两个人# 强行夺走记者的相机并
把所拍照片删除$ 一名自称是该门
诊机构负责人的中年男士称# 他们
只是在做促销# 门诊方通过去火车
站排队' 网络预订的方式为患者代
买火车票$

记者看到一名为 !陶陶0不淘"

的网友也发微博称)!刚才从那路口
经过#眼见为实#拍下照片还有人上
来凶巴巴地问我是干什么的+ 手机
差点就被他们没收咯$ 要我删掉照
片才放我走$ "

下午,时许#记者再次来到这家
医院门口时#其456屏幕已经不再显
示!看病就送火车票"的字样$ 不过#

记者从其医院博客里仍看到)!凡在
活动期间#在医院检查'看病的外来
务工人员# 均可由院方代订春节返
乡火车票$ 同时#在院内消费数额达
到!"""元的患者# 均可由院方赠送
一张返乡火车票$ "记者以看病为由
咨询前台工作人员是否看病真的可
以赠送火车票这事# 对方仍旧表示
可以$ #

+12"0

$

#3%45

!

(

"

)6

%记者$%

& !'

&利用虚拟身份#通过第三方
支付平台#实施网络倒票$太原铁路警
方)日破获实名制网络倒票案#!名犯
罪嫌疑人被抓#受害人遍及全国$

!"''年'!月# 太原铁路警方在
网络监控时发现# 拍拍网上的三晋
航空山西省旅游网页上# 有代订火
车票的广告#随即开展侦查$ 调查发
现# 该网店主利用77号与火车票买
主联系# 并通过铁路订票官网订得
火车票后# 利用拍拍网第三方交易
平台!财付通"加价倒卖火车票$

今年'月)日# 警方摸清犯罪嫌
疑人的位置后# 对太原市桃园北路
某宿舍进行了突击检查# 抓获违法
嫌疑人杨某'陈某#依法扣押倒卖车

票的'"余张银行卡及电脑'电话机'

传真机'账本等作案工具$

据交代# 杨某和陈某系情侣关
系$ !"''年'!月!*日以来#两人在铁
路订票官网申请了*个账户名$ 之
后# 通过拍拍网站上开设的三晋航
空山西省旅游网店# 发布代订火车
票'动车票'高铁票的广告#通过77

号获知买主身份证号# 并与买主达
成代买车票协议# 再从铁路订票官
网订得火车票#然后加价#通过拍拍
网第三方交易平台!财付通"#与买
主完成交易$

经核实#期间共完成交易(*笔#

涉及'!!张车票# 非法获利*%-"元#

受害人遍及全国$ 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调查取证中$

全先生回忆起过去十多天买票
的经历#感慨地说)!刚开始打算电话
订票#但每天从)时打到晚上)时都打
不进$ "后来只能拜托在成都上大学
的侄女帮忙在网上买票才成功$

苏先生是四川渠县人$ $日#他终
于拿到了通过网络订票成功预订的
两张火车票$ !找了人的# 花了一百
元$ "苏先生说#他所在的工厂区域有
人专门帮别人网上订票#预订成功了
每张收取%"元的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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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褒扬吴菊萍见义勇为的善举#

其所在公司奖励给她!"万元$ 当有媒
体询问这笔钱作何使用时#吴菊萍说)

!这笔钱我自己留着用$ "此语一出#舆
论又起波澜$

!我就是想为家里人提供好一点的
生活$"$"后的吴菊萍话语朴实$对于曾
经奋不顾身接住'"楼坠下的孩子的吴
菊萍#大多数人仍然认为#捐或不捐#捐
多少#本就不是衡量好人的标准$ 在危
难之间#能够以良知和行动释放道德力
量*在平凡岁月#能够以向善向上之心
温暖你我#这就是我们认同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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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网上盛传!"'!年考研英语
试题泄题$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上午表示#教
育部对此非常重视#已经责成有关部
门进行调查了解$

'月-日晚上#清华大学微博协会
会长刘若晴发微博称#刚结束的!"'!

年考研英语试题被提前泄题#并附上
了一张截图$

截屏中#一个名叫!王者归来"的

人在属性为河南老乡群的77群上发了
英语试题答案的选择题答案#以及两篇
作文题#时间是'月-日下午'点!!分#距
离'点,"分开考已经不到'"分钟$

除此之外#微博上还有一张截图#

截图上#一个"!"开头的号码发短信给
出了作文的两道题目以及所有答案$开
头写着!启航仅供参考"$

微博一经发出# 不少网友做出回
应$ 网友!文晢"'!刘十九8为什么地球

还不爆炸"等都说#自己或者身边人均
收到过启航的提早公布答案短信$

清华大学党委学生部部长过勇
告诉记者#教育部门已经相当重视此
事#已经责成有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
查了解$ 他们正在讨论#并打算以校
方名义将刘若晴的这份分析报告提
交有关部门$ !但由于证据都不确凿#

我们并不能轻易下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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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电动自行车电池失火案'月)日
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电
池使用者王惊天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年-月!$日凌晨# 南京市海宁
休闲饭庄发生火灾#造成两名女大学生
死亡#一名学生骨折$

经南京市公安消防局及江苏省公
安厅消防局认定#该起火灾由于电池充
电失火引起#电池使用者是软件工程师
王惊天$ 事发时#王惊天的电动自行车
电池在*",室充电过程中# 电池起火引
发火灾$ 灾害成因为)王惊天在电池充
电发生异常时#未及时有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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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四川省眉山市在当地主要
报纸上公布全市','名市级单位'部门
主要负责人的手机号码# 此举在全市
引起了热议$

眉山市委书记李静说)!公布领导
干部手机号的目的就是方便群众联系
我们# 让干部与群众之间沟通 ,零距
离-#,办事零障碍-$ "

李静说#群众有困难#可以点名找
干部*有不满#也可以直接找干部#所
有接到群众电话的领导干部都必须对
群众诉求有明确反馈# 这是我们对全
市人民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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