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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引用乳业专家王丁棉
观点!称化学品二氧化氯被添入牛奶
中"!"日!王丁棉表示!相关报道存在
误解!这一情况是他两年前在广西考
察时发现的! 目前情况如何并不清
楚" 王丁棉表示!广东乳业中暂未发
现添加二氧化氯的情况!但使用激素
催奶的现象值得警惕! 据其透露!牛
奶中添加的激素目前可能达二十几
种!但政府只能检查其中的#$%" 王丁
棉称!在圣元#激素门$事件时!相关
部门曾经大范围检查过一轮!但检测
种类依然偏低!目前激素也未纳入乳
品的日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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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检方特侦组侦办
台湾当局前领导人陈水扁涉嫌侵占
机密公文案!!&日侦查终结后依违
反机密保护法等罪将陈水扁起诉%

据了解!特侦组!'"(年)月!*日
搜查陈水扁办公室时!查扣了++箱(

#%''余件资料! 其中有大批应存于
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的敏感文
件(公文% !'#'年间!台湾当局领导
人办公室也向特侦组告发陈水扁卸
任时带走相关公文! 特侦组再度搜
查陈水扁办公室! 查扣了*(箱(,((

件机密及非机密文件% 经比对工作
和多次提讯陈水扁后! 特侦组认为
陈水扁涉嫌违反机密保护法!!#日
将其起诉!并要求对其从重量刑%

<=

-#(

!"#!

>

$

?

!!

@ ABC DE

%

FGH IJ

%

K?L

!"#$%&'() !"#! $ $ * !# +,

-) ./0123456789:;<= %&'

>?@ABCDEFGHIJ 0123;=K

LMNOPQRS;TUJ

VWFGXYZ[\ !( ]<^_ `aGb

@A )""*cd4efghijkJ l"0me

no FGpqrstu[vwx $ ]<^) 0

m23XyzVWYZ{| +)]<^J

.}0m23~�C ),-- $o �����

�� ����� ��qu� �L��� }��

��.��J ��� !")) $) ��u� !!""

]^) $�r )"$) ]^) $�� )(+ ]^) �

���=�t��;����  0m¡ !""$ $

¢£.¤¥qu�L��) �¦r�§�L¨�

.©ª«¬� ®>¯°±²� }��L³´�

�=µ¶�·�¸¹�J 0m�L��qu�

wx )"" ]^o �z�=�L��qu\º.

;��J

<= %&' >?@Az»¼789:;?½

23o !")) $�r¾ !$ ]<^o ¿>ÀÁ¾ !

]o ÂÃXÁ ! 0ÀÄÅÆ %&' @AÇÈÉÊ

+.( Ë>?o yÌ $/!- ÍÎÏJ Ð� 0&%1 Î

Ï )!" Ío +2 ÎÏ !)34 Ío �56º.;

0&%1 4 +2 ÎÏst@AJ %&' @AÉÊ;>

?2�ÑÒ<.©ÓÔ�Õ�Öo ÉÊ×<Ø

ÙºÚ;Û $"Ë>?�; !+ËJ

0m23 !")" $,Ü$¢£Ý %&' @A

cÞßàáâã'FGäåo æ"çi$Æ è

$ + *o éêëìíîïðñ=Ëòó4ôõ

öÂ÷;øùÆ úûD¾üpo 0m23ýþ

��=ÿ!Ê"jö#$%&o l"o éYZ

Ñðñ<=ÿ!#"'(%&p)*Y+Æ

0m23�G %&' @Apo ýl"ÉÊ5

6789:; %&'?½4,-789T;0m

?½o 0m23��z56¤¥º.;®>?

½st�Æ

!"#$%&'()* !"# +,-.

###./0123456789:-;<=>?@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

名青少年离奇失踪案$ 又有了新进
展) 接报的失踪人员已增加到#.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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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名失踪的大学生已确认
遇害%

!"日下午!云南警方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公安部已介入该案!多名
公安部的专家也已抵达昆明%

+月!*日!&)岁的韩耀在晋城镇
南门村鑫云冷库附近失踪% 家属在失
踪区域寻找时!竟然发现附近已先后
有(名青少年失踪% 昆明市公安局与
晋宁县公安局联合成立了#晋城失踪
人员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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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时!昆明市公安局新闻发
言人办公室发布了晋城镇青少年失踪
人员调查工作的最新进展!确认韩耀已
遇害!警方已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通报称)#晋城失踪人员专案
组$围绕重点区域进行排查走访!通过
缜密的侦查工作发现晋城镇南门村现
年*,岁的男子张永明有重大犯罪嫌疑*

公安机关已在张永明住处查获失踪人
员韩耀的手机&电话卡'!以及韩耀的银
行卡和相关证件!并通过对现场提取物
证进行鉴定!确认韩耀已经被害% 警方
已对犯罪嫌疑人张永明刑事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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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明家住晋城镇南门村!!*号!

距离失踪的#梯形地带$仅.""余米% 村
民们回忆!*月.日上午张永明被赶到的
民警带走! 随后他家门口拉起了警戒
线*几乎在同一时间!.""米外张永明在
自家菜地旁搭建的小屋也被封锁起来%

*月)日傍晚! 多名失踪者家属说!

他们亲眼看见不断有绿色的塑料袋从
张家老宅和菜地旁的小屋内抬出!一厘
米长的骨头清晰可见!不知其他失踪人
员的失踪是否也与他有关+ 接连多日!

都有人来到警戒线外!寻找失踪者% 据
失踪者家属统计) 截至!"日晚!#接报$

在晋城镇失踪人数已增至&.人%

据南门村村支书与数十名村民说!

现年*,岁的张永明此前曾因杀人碎尸
被判入狱服刑)&).+年!&*岁的张永明
因深夜持刀砍人在村里被批斗!并被劳
教半年*&).(年&!月其被警察带走!罪
名是涉嫌杀人! 后被判无期徒刑!&)).

年六七月份!出狱后返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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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失踪者家属怀疑现已*,岁的
张永明是否有能力接连搞定&,岁以上
的小伙子%他们认为嫌犯还有同伙%民
警劝说失踪人员家属耐心等待警方的
权威调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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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为何要上街为市民免费
擦鞋+ 是做秀还是贴心之举+ 对于近
日广受关注的这一热点话题!深圳市
直机关工委!&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予以回应%

据媒体报道!*月&*日!深圳市!*

家市直机关的公务员志愿者走上街

头!为市民提供理发(擦鞋(修手机(

红酒鉴定(珠宝鉴定(免费照相及打
印等便民服务% 其中擦鞋服务#人气
很高$!不到两个小时!十几管鞋油就
用完了%

#大家都特别关心公务员擦鞋的
举动!其实无论是擦鞋(送药!还是搬

行李(指挥交通!都是在为人民服务!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深圳市直机关工
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由于
这次活动是在华强北进行! 行人来去
匆匆!因而选择了擦鞋(送糖水(照相
这些可以满足路人需求的服务项目%

据了解!深圳市公务员志愿服务

项目均由各个单位自行申报%为市民
擦鞋的想法起初只是几个青年公务
员的提议!没想到后来得到很多同事
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公务员参与其
中!大家表示想通过擦鞋体验下#劳
动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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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平方公里的土地拥有&"亿元
的地下财富! 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
过+,万亿元!占全国&$%% 每平方米
土地下平均蕴藏着,吨煤(&+"立方
米天然气(+"吨盐(&&*公斤油%

这就是陕西榆林%高和投资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发
布的 ,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

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
的富豪不下."""人!榆林的亿万富豪
则不在鄂尔多斯之下% 榆林下属的两
个全国百强县神木与府谷人口合计.&

万!据保守估计!其中!神木县资产过
亿元的富豪可达!"""人!府谷县亦与
此水平相当%自上世纪("年代中期!号
称世界八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被发
现并大规模开发!!"&"年神木已成全
国排名第++位的百强县! 府谷排名第
)&位%榆林因此也被称为#中国的科威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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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市神木县东兴街! 车来车
往%路边小饭店里!几个农民工模样
的人敞着怀!摇着骰子喝着酒!脖子
上戴着金链子!抽着中华烟% #别

瞧不起他们!他们都很有钱%他们开
着宝马! 有人还不习惯在车里把烟
灰弹在烟灰缸里! 而是直接弹在地
上..$北京人刘建业操着京腔说%

北京亚运村中通信达汽车销售
公司在神木县城刚开了一家分公
司!刘建业是这家公司的经理%公司
代售的车辆大都是路虎和兰德酷路
泽!售价都在,"万以上% #如果能早
来三年!至少能多挣%"""万% $刘建
业感叹!#没想到!一个小县城!消费
能力这么强% $

#在这个小县城!站在马路上!不
超过&分钟!会有一辆超过百万的豪车
从你面前驶过!路虎比较多!你还能看
到劳斯莱斯( 法拉利( 兰博基尼的身
影!甚至过千万的豪车都不稀罕!开一
辆奥迪-,都显得有点土气了% $开业
一个月后! 刘建业才逐渐习惯神木人
的豪爽% 这里的人买车! 六七十万的
车!看上了!掏出现金开上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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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经济开发区!几乎是在荒漠
上崛起的一座新城%#以前这里几乎就
是一片荒地!种庄稼也不长!没想到会

有这一天% $在榆林待了&"多年的赵
玉兰感叹!#这里的农民都发了! 听说
征用他们的地!一人补偿&""万% $

榆林的房价!从!""*年至今!六
年涨了&"倍% 孙伟还清楚地记得!

!""*年%月&*日他去一个楼盘看房!

(""元$平方米*第二天去看!&"""元$

平方米* 到了第三天!&%*"元$平方
米%孙伟瞅准机会!以!.""元$平方米
的价格在开发区买了一套房子%

孙伟庆幸的是! 买了开发区这
套房子之后! 他小区的房价每个月
以&"""元$平方米的速度增长!连涨
了三个月% #我那套房子!现在一平
方米涨到("""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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