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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江西省抚州市南丰
县公安局证实!南丰县委常委"宣传
部长余凯涉嫌杀人抛尸! 目前已被
警方控制#相关负责人称!余凯此前
在抚州市工作! 受理此案的是抚州
市公安局$ 但该负责人没有进一步
透露详情$

据抚州市一名知情者介绍!今
年!月!"日!抚州市金巢公安分局接
到报警! 有人在抚州市金巢开发区
一片荒凉树林的一条沟里发现一具
尸体$经警方初步调查!死者为抚州
市市委党校的一名女性老师$ 据初
步消息! 死者原来在抚州市一所理
工大学上大学! 在上学期间成为余
凯的情妇$知情人介绍!死者大学毕
业后被分配到党校工作! 余凯在其
中起了作用$

警方调取死者##记录后!初步
认定南丰县委宣传部长余凯有作案
嫌疑$知情人表示!他与余凯住在一
个小区内$ !月!$日晚上大约%点多!

他看到警方带着余凯从家里出来!

当时余凯戴着手铐$当地网友称!余
凯平时官声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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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邮报&!&日晨报道称!化妆品中含
重金属并不罕见! 不过加拿大近期一项对'(个知
名品牌化妆品的测试结果还是足以令人大吃一
惊!所有化妆品中几乎都'潜伏(着砷"镉"铅"汞等
有毒物质$

其中!倩碧)*+,-.,/012的幻真控油粉底液含有
砷"铍"镉"镍"铅和铊3种有毒物质!另一知名化妆
品牌欧莱雅的睫毛膏'4561 758065+1(!也被检测出
含有和倩碧一样的3种有毒物质$ 另外!'封面女
郎(品牌9*:;16 <,6+=的超完美眼线笔则含有铍"镉"

镍和铅$

!&日上午! 倩碧所属的雅诗兰黛公司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报道里提到的这款倩碧产品在
中国没有上市$ 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产品上市前都

经过国家主管部门严格检验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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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每种参与测试的化妆品都含有'种
以上令人担忧的有毒物质! 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
被标注在产品的包装上!这其中的原因是!这些有
毒物质通常被认为是杂质!并非有意添加!只是以
'副产品(的形式存在$

不过!研究人员提醒!这些毒物可经由皮肤
吸收!是引起健康问题的一大隐忧!并可能'致
病(!轻则会导致头痛"呕吐"腹泻"皮炎"脱发"荷
尔蒙失调"记忆力减退等)重则可能会导致肺损
伤"神经和肾脏问题!甚至是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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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深圳市南湾街道沙塘布社区一栋
未谈妥拆迁协议的居民楼轰然倒塌$业主称*'我
和开发商大族基业地产的拆迁协议还未达成!他
们怎么能强拆房子呢+(不过无论是开发商!还是
具体负责拆迁的人士! 都否认自己强拆了房子$

据悉!在业主与开发商就拆迁补偿问题进行商谈
时!开发商将房屋周边的地基基本挖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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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则江苏徐州'最牛物业(的帖子引
起了众多网友的围观$ 这则网帖只有一张照
片!照片内容是一则通知$ 这则通知告诫业主!

如不交物业费!将会停水$ 而且面临的只有三
个选择*交物业费!你告我!你杀我$ 记者调查
发现!网帖反映内容属实!事发地是徐州市铜
山区三堡镇三堡驿居小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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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王女士带着自己>岁的女儿登乘
广州开往济南的?>%@次列车!而女儿体弱感冒
高烧!导致痰多上涌!堵住了气管!生命危险$

当时列车员李超果断用嘴巴对准婴儿的小嘴!

将孩子口中浓痰吸出!方化险为夷!此举引起
强烈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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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
制度改革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推进城镇化和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 积极
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通知提出!要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
策$ 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
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

法稳定住所!!"#"的人员!本人及其
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

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
的市!$!%&'#()*'+,-.

/'"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
稳定住所!!"0"同时按照国家规定
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
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 未婚子
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

口)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
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
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通知要求!要依法保障农民土地权
益$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
营权受法律保护) 坚持土地用途管制!

不得借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突破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和土地利用
年度计划!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

挂钩试点!切实避免擅自扩大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损害农民权益)禁止借户籍
管理制度改革或者擅自通过 '村改居(

等方式非经法定征收程序将农民集体
所有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禁止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
非农业建设!严格执行禁止城镇居民在
农村购置宅基地的政策$

通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

问题$ 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
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

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
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
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
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
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后出
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
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

!!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
道!广东河源市紫金县有上百人发现
感染丙肝病毒!而且感染者大多集中
在一条街道!目前感染原因未明$

广东省卫生厅表示!已经派出省
疾控中心专家到河源调查$

据报道!河源紫金县城响水街有

数十人感染丙肝病毒!像叶女士一家
四口!除了丈夫以外!其余三人都被
检验出感染了丙肝$

紫金县居民反映! 感染丙肝的居
民都曾到过镇上卫生所打针! 卫生所
未采用一次性针筒! 怀疑是针筒重复
使用引起的感染$另有居民提出!除了

核查卫生所针筒是否是传染源外!是
否应对镇上理发店的刀片也进行检
查! 因为理发店的刀片也是重复使用
的$紫金当地医院资料显示!最近两年
丙肝病患共3>例!这个数据还在上升$

广东省卫生厅表示!报道所称上
百例感染是历年累计数字!并非新发

感染数字$省疾控中心专家已赶赴当
地进行调查$

丙肝和乙肝一样都属于传染性
肝炎!主要通过血液"性生活和母婴
传播! 血液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
径$目前医学界尚未研制出有效的预
防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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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国家公务员局获
悉!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
日联合发布了%公务员回避规定!1

2"

&! 对公务员回避制度作出进一
步规范$

公务员回避包括任职回避"地
域回避和公务回避$ 按照这一规定!

在任职回避方面!公务员凡有夫妻"

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
亲等亲属关系的! 不得在同一机关
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
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
的职务! 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
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 人事"纪
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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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在!">!年广州市卫
生工作会议上! 广州市副市长贡儿
珍透露!今年&月>日起广州市将恢
复婚检!对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均提
供此服务! 从而更加重视优生优育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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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宝莲 9*:+:6 B1-C58,:- D,-E D185+= FG>(HHI

欧莱雅 9*:+:06 J,KL1 M:+K5-,K2 FG@@HHI

7AJB 9B1I,.N5881 J1O P,Q56O= 'G(&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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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JB )B1I,.N5881 U0--S U5K1= 'G%(HHI

欧莱雅 )*:+:06 J,KL ?,KE+1O D,-E= 'G'VHHI

欧莱雅 )W-81-C1+S N:,C806,Q,-X P,HK:+:6 Y16:,K= 'G'>H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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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宝莲 )*:+:6 B1-C58,:-5+ N50;1 N1= 'G!&HHI

根据这份曝光名单! 在含铅量最高的(大化妆
品中!欧莱雅和美宝莲的唇膏产品占了V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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