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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
理温家宝$%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草案$%&

会议指出!为加强校车安全管理!

保障学生交通安全!去年&&月以来!按
照国务院部署! 有关部门在总结借鉴
国内外经验基础上! 组织起草了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 条例起草过程中!通过
到地方调研' 召开座谈会和上网公布
等方式!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

作了多次修改&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草案 $ %

按照确保安全' 切合实际的总体思
路! 规定了保障校车安全的基本制
度& 一是要求地方政府依法保障学

生就近入学或在寄宿制学校入学!

减少学生交通风险& 对确实难以保
障就近入学且公共交通不能满足需
要的农村地区! 要采取措施保障学
生获得校车服务& 二是明确了政府
及有关部门的校车安全管理职责&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
校车安全管理工作负总责& 国务院

有关部门对校车安全管理履行统一指
导' 督促等职责& 三是规定了学校和
校车服务提供者保障校车安全的义务
和责任& 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
度! 配备安全管理人员! 指派照管人
员随车照管学生& 四是设定了校车使
用许可& 对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和校车
驾驶人资格条件规定了比一般客车更

为严格的要求& 五是赋予校车通行优
先权! 对校车最高时速和严禁超载作
了明确规定& 六是明确法律责任& 对
违法使用车辆或提供校车服务' 不履
行安全管理责任等! 分别规定了法律
责任! 包括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会议决定! 条例草案经进一步修
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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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过!但没直接参与!也看
过录影带!做了小小的分析!尤其这
个人走路的速度! 爬楼梯三级跳!很
多人说他身体很好!练过武术!受过
特殊的训练! 这只是按照图片的分
析& *李昌钰介绍在美国一般案件分
为临时起意的!比如突然起意去抢路
上的人!还有就是有计划的!南京这
个案件就是有计划的& )破一个案件
通常从四个方面着手!物证!人证!资
料库!运气& 破案像一张桌子!有四个
脚!缺一个脚都是不行的& *李博士认
为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没有运气就像
缺一个脚!还是不行的& 不能埋怨警方
为什么今天还没有破案!明天还没有破
案&要有录影带!有物证!再去分析&)假
如他经常换衣服! 那他的衣服在哪里+

假如知道他生活的场景! 身上的煤灰'

花粉啊!用这些去分析他可能居住的地
方*&他强调!在分析之前要找到嫌犯的
衣服!没找到衣服就没法分析&

关于坊间传言这个劫匪很厉害!

李博士说!)也不是说他很厉害!他可
能是对社会怀恨在心& 在美国有在校

园里枪杀学生的! 你能说他很厉害
吗+ 我们这边有个连杀了&%个人的黑
人累犯!他就是笨头笨脑的!不是那
么厉害& 有时候破案件!运气还没有
到的时候!再怎么努力也不行!所以
不能只怪警方怎么没破案& *李博士
称!美国也有很多案件没破&

)这个案件的问题在于有很多可
能! 嫌犯从长沙一路畅通跑到南京!

然后又能逃脱!一方面说明他反侦查
能力强! 一方面也可能有人在掩护
他& 我们要做一个时间和地点的分
析& 他的交通工具究竟是火车'汽车
还是飞机!要做一系列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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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钰对记者说!现实中的自己
与电影和小说中的刑侦工作差别很
大!很多年不能侦破一个案子的事情
时有发生!而一小时破案的事情只会
发生在电影中&

)电视剧中的侦探主角可以仅凭一
根头发断定凶手是谁!并在很短的时间
找到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

李昌钰说!通过头发是不足以找到凶手
的!还要找出更多证据才可以&

凤凰卫视'月$%日 (天下被网
罗% 节目播出全球四大公务航空会
展之一的亚洲公务会展在上海虹桥
机场揭幕现场! 发现有很多山西煤
老板组团购买飞机&

在节目中! 一个山西煤老板嫌

进门处一架小巧的比亚乔太小!她
一眼看中的是旁边一个价值'(((万
美金的大家伙!

)如果有合适的话就
定一个!前面那太小了!太小了!这
个大小还可以& 山西的交通很多太
不便了! 我们就是需要有飞机来代

步出行啊什么的& *

事实上! 这次与她一起来挑飞
机的山西朔州同乡还有$(多个&

当记者问准备买几架回去时!

这位参观者称!说不来!大概有十来
架!主要是自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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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清晨!河北省涿州市发生
一起枪击事件! 该市松林店镇史各庄
村村委会主任张健在所居住小区内中
枪后不治身亡!年仅$)岁& $%日!涿州
市公安局称! 目前已抓获多名犯罪嫌
疑人!但案件尚未完全告破&

枪击案发生小区名为新府阳光二
号院!位于涿州市中心城区&张健一家
从松林店镇史各庄村搬至此处居住已
十余年&案发当日!是张健被选举为村
委会主任后的一个月零五天&

新府阳光小区多名居民称!$(日
清晨*时许! 张健在楼下遭遇至少+名
男子袭击!枪声随后传来!张健腹部中

枪& 居民称!张健遇袭过程时间很短!

袭击者迅速离去&此后!张健在被送医
途中不治身亡&

)我觉得张健遇害! 跟选举没什么
关系& *松林店镇史各庄村村委会工作
人员康先生称!)他人缘很好!在村民中
的口碑也不错! 一个月前选举时!&,((

多个选民有%((多人投了他的票& *

,%日!涿州市公安局相关办案人
员称!事发后!市公安局近半刑警都投
入到该案的侦破过程中&目前!已抓获
多名犯罪嫌疑人&)但案件并未完全告
破!侦破工作只能说进行了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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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薪一族而言! 获得更高的待
遇是每个人的努力方向& 可近日网上
有传闻说!体重会影响工资的高低!对
女性而言! 身材苗条的比身材超重的
收入高& 这可让那些身材不够骨感的
女性们凌乱了!要工作还要减肥!压力
山大啊&

据传! 有美国学者调查了大量员
工的工资'年龄'身高'性别和体重!他
们发现身材苗条的女性平均要比那些
身材中等的多挣')%&美元& 明显超重
的女性挣得较少&而且!那些在刚工作

的时候苗条! 后来却日渐发胖的女性
受到的)处罚*最为严重&

事情对于男性却并不是这样& 较
瘦的男性收入较低! 而且较胖的男性
在收入上体现出来的差异几乎微不足
道&由此看来!减肥对于女性而言不仅
是为了美!而且还关乎)钱途*&

这组数据来源于网络! 也无法证
实数据的真实性&但依然有人指出!这
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背后反映了对肥胖
一族的偏见!这种偏见很难被消除!几
乎不可能被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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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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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日傍晚
证实! 该署拘捕了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的两名高层人员及一名香港特区政府
前主要官员!怀疑他们涉嫌贪污&发言
人还表示!调查仍在进行中!廉署现阶
段不会再作进一步评论&

发言人说!被捕人士涉嫌触犯(防
止贿赂条例% 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
行& 该上市公司另一名高层人员以及
其他四名人士! 也因涉嫌与这宗案件
有关!较早前被廉署拘捕&

香港当地多家媒体报道指! 被拘

捕人士为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郭炳江
和郭炳联兄弟! 以及特区政府前政务
司司长许仕仁&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当日傍晚也
就此发表声明&声明说!律政司有既定
机制确保检控决定公平公正&

声明说! 律政司司长作为律政司
的首长! 会确保整个个案均根据妥当
及适当的程序处理! 并严格遵照法律
及检控政策行事! 并表示廉政公署的
调查仍在进行中! 律政司现阶段不会
作进一步评论&

新鸿基地产当日上午)时-&分停牌&

!-.12

!

&

"#

'3(

#记者
许茹$记者从成都市政府新闻办了解
到!成都市房管部门预计在今年内研
究制定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对住宅
物业实行按等级服务收费& 今后!物
业服务等级选择将由多数业主表决

确定&

据悉!成都还率先在全国将物业
服务行业从房地产业转为纳入现代
服务业!并加大对行业扶持和支持力
度!财政部们将制定相应的财政扶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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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钰虽然是闻名世界的
大侦探! 但在,%日的采访中!他
说自己也有)不知道*的时候!这
个让他也为难的)不知道*!就是
著名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件&

李昌钰介绍说!后来他受邀
参与了肯尼迪案件的重新调查&

在调查中!他提出了对射杀肯尼
迪的那颗子弹进行./!鉴定!根
据上边的./!来确定子弹到底
从谁的身体里经过了!但检验的
结果令人失望!因为那颗子弹上
有很多人的./!!唯独没有肯尼
迪的 ./!! 也没有康纳利的
./!& 原来!当年那颗子弹从现
场被收集后!就被刑侦人员用牙
刷刷得干干净净装进塑料袋里&

由于此重要的缺失!导致真相永
远难以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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