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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经中央同意!今年"七一#

前! 中央组织部专项表彰全国创先争优先
进基层党组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创先争优
活动先进县%

S $µ $¶

&党委' 为扩大党员
群众参与度! 提高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
党员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充分展示创先争
优活动的丰硕成果! 展示新时期共产党人
的良好形象和精神风貌! 激励基层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履职尽责创先进$ 立足岗位争
优秀! 进一步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
范作用!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
召开!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全国创先争优
优秀共产党员评审小组于"月#!日$$ !$$至
"月%$日&' !$$!在人民网$新华网组织开展
网上投票推荐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
活动(

这次网上投票推荐的参评人选! 是在推
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

加强基层组织中创造优秀业绩! 做出突出贡
献! 得到党员群众公认的先进模范) 重点是
&$($年'月以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优秀共产党员( 由各推荐单位充分发扬
党内民主!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反复酝
酿$差额遴选的办法!广泛发动$认真组织基
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推荐产生( 这些参评人
选!事迹感人$业绩突出!既体现了先进性!又
有较强的影响力)既坚持向基层倾斜的导向!

又充分考虑了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 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时代性!集中展现了新时期共产
党人的光辉形象(

当前!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这次
网上推荐作为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
举措! 认真组织党员群众踊跃参加网上投票
推荐活动! 积极引导广大党员在推荐先进中
见贤思齐$创先争优!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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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 马英九&$日在台北就
任新一届台湾当局领导人!开始第二个
任期(

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
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
史与文化! 也都同样尊崇孙中山先生(

未来四年! 两岸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继续巩固和平$扩大繁荣$深化互信(

马英九表示!未来四年将以强化经
济成长动能$ 创造就业与落实社会正
义$打造低碳绿能环境$厚植文化实力
以及积极培育延揽人才作为五大支柱!

"打造幸福台湾*(这是他第二任期的施
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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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段+疑似韩籍男子在
肯德基殴打女子* 的视频在微博
和土豆网等流传!引起广泛关注(

)*日凌晨! 成都市青羊公安分局
通报了事件最新进展,'名打人者
均为我国吉林省人(

因在肯德基店排队点餐起争
执! 两名操着韩语的男子竟对两
名中国女子大打出手! 甚至拿出
刀子威胁(而在整个殴打过程中!

肯德基没有工作人员出来制止(

据警方通报!"月)%日在成都
新城市广场肯德基餐厅殴打他人

的金某某等人! 在家属的陪同下
主动到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

据查明! 涉案人员共'人!金
某某!男!&"岁!安某某!男!&'岁!

崔某某!男!&'岁!张某某!女!&"

岁!四人均为吉林省人!其中安某
某还未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警方现正依法对此次事件进
行调查处理! 同时敦促安某某尽
快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此前!据被打者回忆!当时先
动手的那个胖子和那个瘦子之前
对话说得不像中文! 听起来很像

韩语! 而且胖子随后说普通话语
速较慢且不流利! 因此猜测他们
可能不是中国人(

记者曾就此联系到韩国驻成
都总领事馆领事朴谨赫(他表示!

领事馆得知此事件后! 立即主动
联系了成都警方! 希望公安部门
能尽早查清此事(并称如有需要!

领事馆会尽全力协助公安部门的
调查工作(据了解!在整个围殴现
场! 肯德基工作人员没有上前制
止! 现场亦无其他顾客上前阻止
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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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由广州市文明办-市妇联
等联合举办的 "&+!&年首场广州市家
庭教育大讲堂*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
研究所教授$著名青少年心理教育专家
陈一筠表示! 她和她的团队从!**,年
开始就与北京一家大型的妇幼医院合
作追踪发现!这么多年来在该医院做人
流手术的女性中!未成年人的比例竟达
'$-"$.! 而且近年来低龄化趋势愈演
愈烈!年纪越来越小(

"在广西南宁调研时我们听到已
有*岁少女堕胎的案例! 而表示对此
.负责/的是一个)%岁男孩( #陈一筠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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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谭某出身于北京一个外交官家庭!

父母常年驻外国工作( 可惜的是!谭某成人后
非但没有子承父业!反而连一份正式工作也没
找到( 由于家庭环境的缘故!谭某自觉是见过大
场面的人物(他常常冒充各类政要大员的家属!由
于言谈举止得当!不少被他骗过的人!在真相披露
后还是将信将疑!认为他的身份+没有问题#(

&$$'年*月!谭某伙同张某-孟某等人使用
虚假的0产品销售合同1及客户预付款银行进
账单!骗取一家投资公司的信任!并与其签订
0委托保证合同1!向银行贷款"千多万不还!致
使这家投资公司为其承担&$$$万元连带责任
赔款( 钱到手后!谭某开始了逃亡生涯(

&$$/年0月%日!谭某被北京东城警方上网

追逃( 在逃亡期间! 谭某故伎重施继续行骗(

#$$/年/月#$日!广东汕头警方接到报案!谭某
涉嫌参与另一起诈骗巨款案( #$$/年!张某冒
充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女儿的身份!以能低价买
到广州市天河北路一块地皮为由!骗款'*0$万
元( 事后!参与该案的谭某在逃(

#$$,年)月!谭某再次被广东警方上网追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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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全国开展追捕在逃嫌疑人的清网行
动后!东城公安分局东交民巷派出所将追捕谭
某列为重要任务(

民警张复民负责查找谭某下落( 嫌犯逃亡
多年!调查几乎毫无头绪!张警官只得使用笨办
法!在海量的登记信息中寻找线索(经过一个多
星期的核查!一份出入境资料留下的照片显示!

一男子长相与谭某基本一致!但名字为谭某某!

身份证号码与谭某也不一样!是外地身份证(张
复民没有就此打住!接着查找!发现谭某还有另

一个身份王某某!户籍登记显示其妻为程某!二
人户籍均在外地( 经过照片比对!警方最终确定
谭某及谭某某-王某某是同一个人(

信息显示!谭某利用两个虚假身份!数年
间经常往来于北京-重庆-贵州-港澳等地!开
了数家"皮包*公司(仅在北京!他就拥有%套住
房-#辆汽车!程某及其母亲有#套住房!但其中
'套住房都在银行做了抵押(

一个人有三个身份! 而且地点变幻不定(

张复民决定"笨鸟先飞*!用最原始的方法寻找

谭某的下落( 在一系列手段追查无果后!张复
民怀疑谭某已经"漂白*了身份( 他利用谭某曾
经的照片在海量信息库里进行比对-查找( "先
后比对了数万张照片!终于发现了相似的( *张
复民说!当时脑子里就剩一张谭某的照片了(东
城公安分局通过刑侦手段!初步确定"疑似者*

就是谭某( 调查中张复民发现!谭某已经过两
次身份"漂白*!先后使用谭湘俊-谭湘骏-王广
华等姓名及%个身份证-%个护照和'个港澳通
行证!多次在多个口岸出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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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蹲守发现! 谭某夫妇并未住在北京!

两人可能住在贵州省贵阳市(派出所所长夏宇
翔立即带领民警前往贵阳追捕(

#$))年))月0日晚!专案组到达贵阳(民警
发现!谭某非常狡诈!根本不在一个地方长时
间停留( 专案组经过大量筛查!得知谭某于))

月*日离开贵阳!去向不明( 警方继续追查!得
知谭某经常驾驶一辆伪造军车牌照的奥迪1"

出行(

一个星期后!专案组民警获知!谭某妻子
程某近日在重庆居住!当即准备前往重庆( 就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专案组得到消息!程某可

能于))月)"日从重庆飞往珠海(民警立刻飞往
珠海!在机场蹲守了一天!根本没见到程某的
身影(原来!谭某夫妇早有戒备!他们并未坐飞
机前往珠海(他们是开着假军牌的奥迪车前往
珠海( 最后警方历经数月跟踪追击!终于在珠
海将谭某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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