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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上午#点半! 四川省
泸州市政府通报了 "!"#!$$ 事件
情况%

据新闻发言人介绍!!"月!$日
!$时%"分左右! 四川泸州市!!"指
挥中心发出指令!龙马潭区红星路
发生交通拥堵!要求附近交警及时
赶赴现场疏堵!市交警支队三大队
两名辅警立即赶赴现场%在现场维
护时!发现一辆车牌为川&'()'"的
白色大货车违反临时停车规定%两
名辅警随即喊话要求该货车驶离!

但该货车司机拒不配合!辱骂执勤
辅警!双方发生抓扯% 其间司机突
然不适!并呼叫"车上有药$!辅警
上车寻药未果后!当地群众在车内
找出药品给司机服下!此后司机不
适加重!辅警随即呼叫指挥中心通
知!%"救护车赶赴现场施救! 货车
司机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 在处
置&施救过程中!现场逐渐聚集较
多群众! 最多时围观群众千余人%

部分情绪激动人员袭击前来处置
事件的警车!事件中!有$辆警车被
推翻! 其中*辆警车被点燃!%辆被
烧毁%

初步查明!事件死者名叫甘俊
元! 男! !+*)年#月!%日出生! 汉
族! 四川泸州市龙马潭区安宁镇
枣子村十二社村民% 事件发生后!

当地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市
委书记刘国强第一时间赶到市!!"

指挥中心指挥处置工作! 市公安
局局长张显富等市领导分别赶赴
!!"指挥中心和事发现场% 经过耐
心细致地工作! !"月!#日%时'"分
左右! 死者家属自愿将遗体送往
市殡仪馆! 此后事态逐渐平息! )

时许! 围观群众全部疏散! 事件
得到平稳处置%

在对事件依法处置过程中!公
安机关现场带离%"人!未造成人员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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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
新闻协调局获悉!冒充女军人的
网民"任婕$已被查获!当事人任
某某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
拘留*天的处罚% 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网络新闻协调局已责令腾
讯网注销该账号!并对腾讯网未
能履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认证
责任提出批评%

据了解!网民"任婕$在腾讯
网注册微博客账号!自称是总参
"特种大队高级指挥官$&"北京
军区某领导的养女$! 并登出军
官证和着军装照片!频繁在网上
以军人身份聊天交友!引发一些
网民围观和质疑% 经军队和地方

公安机关侦查!确认"任婕$网上
照片显示的军官证系伪造!查明
"任婕$真实姓名为任某某!上网
地点在甘肃兰州!并将任某某查
获!收缴假军服%套&军衔等军用
标志服饰!"余件! 从其上网电
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中提取固定
了相关电子物证% 据任某某供
述!为吸引网民关注!她编造自
己是北京军区领导的养女!在某
网站租借军服! 并花!#"元钱制
作了假军官证% 当地公安机关对
任某某进行了教育训诫!并处以
行政拘留处罚% 任本人对自己的
行为作了反省!并具结悔过%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
协调局负责人表示! 决不允许任

何人在网上假冒政府机构&军队&

新闻媒体及他人名义注册微博客
账号!一经发现!立即依法查处%

今年'月以来!互联网信息内容主
管部门已累计查处各类假冒身份
的微博客账号("""多个! 对情节
严重的! 已协调有关部门依法追
究责任%该负责人强调!各网站必
须加强管理!不得放任&放纵有人
在网上以虚假身份注册进行造谣
撞骗! 对管理责任不落实的网站
将依法依规予以惩处!决不姑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将继续会同有
关部门加大对网上各种假冒身份
的账号的整治力度! 查处网上编
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并欢迎
社会公众监督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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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 三一集团!"日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就备受关注的三一起诉美国外资委
及总统奥巴马一事给予解释和回应% 有关法律专家称!外国
公司起诉美国外资委是该机构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史无前
例!但三一胜诉比较困难%三一集团董事向文波称!诉讼更多
地是为了中国企业的尊严而战%

今年#月! 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了位
于美国俄勒冈州的$个风电场项目%此后!由美国财政部长任
主席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以涉嫌威胁美国国家
安全为由!要求罗尔斯公司立即停工!且在所有设备移除完
毕前禁止转让% *月+"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要求
中止该风场的风电项目%

!,月-日! 罗尔斯公司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分
区法院递交诉状!将奥巴马总统和%&'()列为共同被告!将其
告上法庭% 三一集团认为!由于罗尔斯公司控制人为中国公
民! 奥巴马总统和%&'()对罗尔斯公司的风电场项目做出选
择性执法!侵犯了罗尔斯公司享有的平等保护的宪法权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牛新春认为! 美国禁
止三一风电场项目不是孤立的个案!背后有多重原因% "从经
济因素看!美国禁止的都是有科技含量&我们有竞争优势的行
业% 从政治因素看!美国一直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不信任)无论
是三一还是最近美国众议院报告主张封杀华为&中兴!美国提
出的理由都是认为可能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从选举因素看!

禁止外国人投资不利于就业)但在涉及中国问题上!对美国政
治家来说!往往是宁左勿右!宁可强硬一点% $牛新春说%

"三一过去没有& 将来也不会做任何有损美国国家安全
的事情%$三一集团副总经理&罗尔斯公司首席执行官吴佳梁
说!"我们之所以在美国土地上起诉%&'()和奥巴马总统!表
明我们对美国的法治抱有充分信心% 如果能够赢得这场诉
讼*它首先是美国法治的胜利!将证明美国是一个可以让投
资者放心投资的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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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说!希
望有关国家为中国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
平&稳定环境%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白宫调查报告日前称! 未发现华为
公司在美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证据% 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洪磊说!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这再
次证明美国会有关报告对华为公司的相
关指控是不实的% "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
本质上与有关国家是互利共赢的%我们希
望有关国家正确看待中国企业的投资经
营!并为其创造公平&稳定的环境%$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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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社!$日报道!一项由美国白宫委托&历
时!#个月的调查显示! 没有证据显示华
为公司在美国从事任何间谍活动%

路透社当天援引两名内部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说! 这份报告将平息华为从事
间谍活动的谣言% "我们知道!政府的一
些人非常希望找到间谍活动的证据!$其
中一位匿名人士说!"但如果真有的话!

我们早就发现了% $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对这一
报道拒绝置评%华为公司发言人则表示!

公司对这一调查并不知情! 但对华为未

从事间谍活动的调查结果毫不意外%

!"月#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
会发表调查报告称!中国华为和中兴公司
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建议阻止这两
家企业在美开展投资贸易活动%但这份报
告并未出示任何明确证据%美众议院情报
委员会主席迈克#罗杰斯还信誓旦旦地
称!一些华为客户亲眼见到华为路由器向
中国发送"大量有价值数据$%但该委员会
另一位官员事后说!这家"受害$公司名为
-./0无线国际公司! 公司内部调查显示!

问题原因其实是部分电脑今年早些时候
感染了病毒!并无任何机密资料被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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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微博1木子月*%"发了一条
微博% 微博上的图片显示!湖北郧西的
一个雕塑灯上一对男女!浑身赤裸!拥
抱在一起% 1木子月*%"认为这有涉黄
的嫌疑%

事实上! 很多市民看到过这个雕
塑灯!并对该雕塑灯的造型议论纷纷%

网友 "汉江小宇$ *,丰乳肥
臀-. 向莫言致敬的%

!#日上午!郧西县文
体局局长钟建华称!这处
雕塑灯是前不久郧西七
夕节期间!举办的首届祈
福灯展的一处!以夸张的
艺术手法!表现了人间浪
漫的爱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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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警方!$日部署! 将联
手银行单位给全市所有银行自
助设备加装防弹 "防护舱$!防
止用户存取款时被盗抢%

警方介绍!防护舱舱体使
用的透明材料部分用半透明
贴膜遮挡!保证客户使用自助
设备时!其他人员看不到其操
作过程% 防护舱允许持有任何
银联卡的用户进入!舱内控制
系统采用红外生物探测装置!

当有人员进入舱体内后自动
锁闭舱门!舱外人员不能开启
舱门% 防护舱内安装与监控中
心联网的紧急报警求助按钮!

紧急情况下能及时启动报警
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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