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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阳县鳌江镇新河南路! 是当地
一条商业街"
#日凌晨!点左右! 这里已渐渐退
去白天的喧嚣!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
叶先生开着自己的宝马车回家!
途经新河南路!速度不快!$%码左右"
突然!他感觉车子剧烈震动起来!
好像被什么给顶上了! 往前蹿了七八
米" 追尾他的是一辆凯迪拉克越野车"
没等叶先生下车! 后面那辆越野
车驾驶室位置!很快下来了一名男子!
朝宝马车走来"
叶先生说! 起先他以为对方是过
来处理事故的!他也就下了车"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对方一把拉
住了他!带他到越野车旁!#他反问我!
怎么把他的车撞成这样$ %叶先生说!

!"


当时他看到这辆越野车上! 坐了好几
个人!#好汉不吃眼前亏! 我也没说什
么了!只说让保险公司来处理好了& %
不过叶先生感觉! 那人是喝酒了&
#我平时不喝酒的!对酒比较敏感!明显
闻到了他身上有一股酒味& %叶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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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先生回忆!说完这些!越野车驾
驶员就去路旁撒尿去了&
这时!越野车副驾驶位置!又下来
一名男子! 有些晃悠地走到宝马车尾
部!看了几眼&
叶先生说!这人跟着骂了几句!坐
进了越野车驾驶室& 叶先生原以为!他
们会在车上等着保险公司的人来处
理!叶先生也没上车!就站在一边&
没想到! 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
一幕'越野车再次启动!直接撞上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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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还顶着往前开&
#我整个人吓懵掉了!连忙闪到一边!
还好人没被顶到& %叶先生后怕不已&
宝马车被越野车顶着往前开了&%
来米! 直到宝马车被顶到一棵树上!车
身扭转后!这才稍微停顿了一下&
叶先生这才回过神来! 连忙追了
上去!没等叶先生赶上!越野车再次顺
势加速!从宝马车左侧绕开前行!撞上
了不远处一辆助动车& 连串地撞击!越
野车仍未停下!顾自往北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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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车如此嚣张的行为! 注定要
酿成大祸&
越野车往北驶去! 前方'%%多米!
有座新河桥!桥头的监控!记录了接下
来惨烈的一幕&
凌晨!点!(分!新河桥东侧!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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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沿人行道往南走! 一名男子骑自
行车往北&
这时!骑车男子背后!一道亮光闪
来! 他回头望了一眼! 赶紧推车往前
跑!看上去是想避让&
走在人行道的妇女! 应该也发现
情况不妙!转身也想往回跑&
可惜!越野车速度太快!两人这样
拼命躲!越野车也没停止#疯狂%&
监控中!一道白光闪过!越野车往右
偏转!两人被撞后!都从画面中消失了&
越野车这才停下! 而车头已伸出
桥面&
新河桥附近一家店铺的老板回
忆!当时情况特别混乱!桥栏杆被撞出
了)%来米长的大口子& 大家赶过来时!
只看到骑自行车的男子被撞倒&
正当大家以为只有一人被撞时!有
人在现场找到了一只女鞋!这才知道肯
定还有一个女的被撞了!但是不知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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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美元-桶!也仅仅需要再等上"个
工作日)即&月!!日*就能满足降价
条件!#而国际油价在两三天内难
以实现"美元-桶的涨幅! 本周成品
油调价已是板上钉钉& %
生意社成品油分析师李宏表
示! 以0++元-吨的下调幅度为例!
换算成每升汽油的话!+2柴油将降
价 +34# 元-升 !*%2 汽 油 将 降 价 %344
元-升 !*$2 汽 油 将 降 价 %34$ 元 或
%34"元-升&
.日! 听闻国内油价本周有望
下调的消息后!多位市民纷纷表示
近几天会少加油!甚至有人戏言每
天只加)%元钱的油! 熬到降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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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温州车改力度很大!除省管
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
公车#一刀切%!将)"%%多辆公车全部
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

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车贴
按档次发放(公车驾驶员人性化分流
等一系列措施&
但专家同时指出!近年来各地公
车改革措施不少!但诸如#补贴照拿(
公车照坐%的情况依然存在!公车改
革的底线和高压线一再被突破!尤其
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公车回流!泛滥程
度比改革前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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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车改基本上是将普通公务
员至局级公务员分为$%%元到接近
$%%%元的标准&

温州明确规定! 车改补贴为公
务活动交通费用! 不计入工资性收
入! 存入专用账户! 用于跟交通有
关的支出! 如加油( 保险( 汽车维
修等费用! 不可提现或挪作他用&
这从某种角度避免了原先 #补贴等
于变相收入% 的弊病! 也形成了一
种监督&
专家指出'#但问题的关键!是目
前制定的补贴标准是否合理$ 补贴多
少到底谁说了算$ %
一名温州市民说'#一个干部每
月若两三千元是否合理$ 按44个工作
日计算!一个干部每天)%%多元钱!难

今年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
咨询将于&月*日正式启动& 据了解!
4%)4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有可能会
持续减少!保持递减趋势&
今年网上咨询活动仍分三个阶
段举行!第一阶段&月*日至))日!第
二阶段#月))日至)&日! 第三阶段#
月4&日至4*日& 每日咨询时间为*点
至).点!届时教育部(省级招生管理
部门(所有教育部直属高校(.4))工
程%院校(大多数跨省招生的本科院
校及香港地区高校将在线回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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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有网络媒体曝光湖南省在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中! 个别评委存
在严重违规!甚至公开收钱& ,日!最
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已派员到达湖
南! 指导该省检察机关严肃查办该
事件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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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公车将被取消!市管干部
不再配车!节省)&1开支!上亿元公
车处置拍卖收入为公车消费#明显减
负%++近期启动的温州车改!成为
新一轮地方公车改革的焦点& 专家指
出!温州车改的思路具有一定突破性!
随着改革深化!还应寻求治本措施!根
治#车轮腐败%&

被撞去了哪里$ 大家不约而同地往河里
看!他们猜想!这个女的一定是被撞到
河里去了& 警方赶到现场组织相关力
量进行打捞& 直到上午*点左右!在距
离事发现场约)+%米处的河里!遇难妇
女才被打捞上岸&
附近群众说!这名妇女&,岁!鳌江
人!在点心店做完事后回家!不想路上
遭遇不测& 事故中受伤的男子姓赵!江
西人!骑三轮车为生& 赵某当时就被撞
晕了!醒来已躺在病床上!医生说!他
全身多处软组织伤!头部有挫裂伤!好
在目前情况还算稳定&
一名目击者说!事发后!车一直留
在现场!但开越野车撞人的男子!好像
很快离开了现场&
警方透露! 这起案件目前是按照
命案相关要求进行侦破的& 一旦案件
查清楚!他们会及时向外界公布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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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跌破)%%美元-桶!令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下调 #箭在弦
上%& .日!多家社会监测机构纷纷
预测!最早&月*日凌晨(最晚))日
凌晨! 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即将下
调!下调幅度在(%%/0++元-吨之间&
一旦成真!这将是年内汽柴油零售
价的首次下调&
多家社会监测机构.日公布的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国际油价变化
率已逼近/"1& 中宇资讯分析师王
金涛预计!如果接下来国际油价不
发生暴涨的话!预计北京时间&月*
日凌晨!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就会
开启!届时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将下
调& 即使国际油价在目前基础上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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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公务员需要整天在外面跑$ 货币补
贴高了!会不会有变相,福利-之嫌$ %
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统计局副
局长叶青计算!.如果全国就算只有4%%
万辆公车!每辆车每年)%万!已达两千
亿&而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公车私用的费
用!真正的开销!可能要高得多& %
叶青说'.世界各国公务车辆都
是屈指可数! 特定的公务活动才能
用& 必须严格公车配置范围和标准!
只有改掉公车使用中的特权!大量削
减公车!实现有效监督!才能真正打
破车改,越改越多-的怪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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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委印发的/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工作
暂行办法0指出!上海市党代会代表
在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 代表)%人
以上联名! 可向大会提出提案& 据
悉! 即将召开的上海市第十次党代
会上 将 首 次 开 展 市 党 代 表 提 案 工
!!)423"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