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堕落前! 想干出点

儿政绩!靠能力再进一步"

!堕落后!人生观#价

值观已经完全扭曲! 只想

着用权换钱"

!落马后! 现在被查

处其实对我是好事! 如果

再发展下去! 以我手里的

权力! 肯定会滑向更深的

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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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

月
!!

日电!记
者 曹志恒#王文"新疆和田地区中级
人民法院

!!

日一审公开开庭审理木
沙#玉素甫等

"

名被告人暴力恐怖劫
机案并当庭宣判$以组织%领导%参加
恐怖组织罪 %劫持航空器罪 %爆炸罪
等数罪并罚$ 分别判处被告人木沙#

玉素甫% 艾热西地卡力#依明% 吾麦
尔#依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
处被告人阿里木#木沙无期徒刑 $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庭审理查明 $

#$!!

年
!$

月至
%$!%

年
%

月$被告人木沙#玉素甫%艾热

西地卡力#依明% 吾麦尔#依明% 阿里
木#木沙和阿巴拜柯热#伊比拉伊木等
人$接受宗教极端%暴力恐怖内容的反
动宣传$形成以木沙#玉素甫%艾热西
地卡力#依明为首要分子的暴力恐怖
组织$并为实施暴力恐怖活动$进行了
多次准备(

%$!%

年
&

月中旬至
'

月间$木沙#玉
素甫等人商议劫持飞机出境进行恐怖
活动$并多次踩点%探查机场安检和机
舱内情况$准备燃爆物品和金属拐杖%

打火机%火柴等作案工具$又招募买买
提艾力#玉素甫参与并进行策划 %分

工$ 同时商定如果劫机不成就炸毁飞
机$与机上人员同归于尽(

'

月
%(

日$ 木沙#玉素甫等人分别
携带伪装后的燃爆物品% 作案工具通
过安检后登上

)*+&&"

航班( 飞机起飞
后$ 艾热西地卡力#依明% 木沙#玉素
甫%吾麦尔#依明%阿里木#木沙等被告
人和买买提艾力#玉素甫% 阿巴拜柯
热#伊比拉伊木手持拆卸后的金属拐
杖$高喊宗教极端口号撞击驾驶舱$殴
打%威胁机组人员和乘客$在引燃爆炸
装置过程中$ 分别被乘客和机组人员
奋力制服(

)*+&&"

航班被迫返航降落

和田机场$木沙#玉素甫等
'

人被抓获(

其中$阿巴拜柯热#伊比拉伊木%买买
提艾力#玉素甫在制服过程中受伤$经
医治无效死亡( 上述被告人的犯罪行
为致

%"

名乘客% 机组人员不同程度受
伤$造成财产损失

%,&,-.

万元(

上述犯罪事实$ 有现场提取的物
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
结论%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等证据证实$

"

名被告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庭审理认为$ 被告人木沙#玉素
甫%艾热西地卡力#依明组织%领导恐怖
组织$策划%指挥并直接参与劫持航空

器$在飞机上实施爆炸$致多人受伤%公
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是首要分子&吾
麦尔#依明积极参加恐怖组织$ 参与劫
持航空器$并在飞机上实施爆炸$是主
犯&阿里木#木沙积极参加恐怖组织$参
与实施劫持航空器及爆炸犯罪$但在犯
罪过程中作用相对较轻$且认罪态度较
好$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庭审理过程中$ 依法保障被告
人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
利$ 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出庭为其提供
辩护$ 被告人亲属及社会各界群众旁
听庭审(

陈锡诚生于
!(&&

年$ 他的父亲是
一名老红军( 从大学毕业到担任副厅
长$陈锡诚仅仅用了

!!

年时间(相关部
门的调查证明$在

!(((

年以前$陈锡诚
没有出现经济问题( )他基本不喝酒$

抽烟只抽*红塔山+$穿的衣服都是几
百块钱一套的$很低调( ,

陈锡诚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当时
想干出点儿政绩再进一步$但他却在副
厅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

!&

年( 其间$云
南省建设厅先后换了四任厅长$但他始
终原地踏步( 特别是他以前的下属现在
成了他的领导后$ 他的心理更加失衡(

)很郁闷( 想找点儿事情做$麻痹一下自

己( ,他选择在高官中极为另类的喜好
/

电子游戏( 陈锡诚常在夜里光顾偏僻
小巷里的游戏室$消磨漫漫长夜( 陈锡
诚还迷上炒股$资金出现问题$他把目
光对准了)老朋友,( 这些人靠他的帮
助赚了大钱$因此$他向)老朋友,要起
钱来毫无心理负担( "据检察日报#

开胸验肺者
用赔款买车
被取消低保

.

年前$ 为证明自己得了尘肺
病$河南新密农民工张海超以)开胸
验肺,的悲壮之举$获赔

'!-&

万元(日
前$因为名下拥有小汽车等财产$

.!

岁的张海超因)特事特办,而获得的
低保资格被取消$ 由此引发舆论广
泛热议(

困境-张海超微博托孤
张海超日前在接受一家网站微

博访谈时透露$ 因为低保待遇被民
政部门取消$ 加之自己的病情不断
加重$按照乐观估计$也只有

"

年寿
命( 为此$他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尽快
给

'

岁的女儿寻找一个收养她的家
庭( 随后$)张海超微博*托孤+,的消
息迅速传开$ 而其低保待遇被取消
一事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证实-有汽车取消低保
新密市民政局在接受采访时证

实$取消低保确有其事( 民政局副书
记张旭东表示$ 全市对于低保对象
实行)应保尽保$应退必退,的方针(

在今年
"

月份的一次清查中$发现张
海超名下有

!

辆机动车$按照相关规
定$不能再享受低保待遇$于是作出
取消的决定(

张海超介绍$为了外出方便$自
己花

&

万多元的赔偿款买了
!

辆小汽
车$ 此外还购买了电脑和空调( 他
说-)以前每个月的低保大概是

,$

元
到

!$$

元不等$虽然钱不多$但还算
是暖人的$最主要的是$低保没了$

医保也丢了( ,

对于外界的批评和质疑$ 张旭
东回应称$ 郑州市农村人口最低生
活保障线是每人每月

%$$

元$低于这
一标准则可以享受低保待遇( 从张
海超目前的家庭财产来看$ 其显然
超出了这一标准(

"据北京晨报$

新疆和田) &#!',暴力恐怖劫机案一审公开审理宣判

(劫机嫌疑人被判死刑

副厅长在下属成其领导后贪腐
迷恋电子游戏.炒股 疯狂受贿索贿 称只想逃避现实$麻痹自己

几瓶泸州老窖. 几条红塔山
香烟.几块廉价玉石.一套西服.

两个房产证
0

一套房改房!一套商

品房
1

.

%$

多万元存款. 一个证券
账户( 这就是云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

0

以下简称云南省建设厅
2

原副厅长陈锡诚被查获的财产(

)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全在这
个箱子里了( 经我们多方查证$他
没有作风问题( ,云南省检察院反
贪污贿赂局办案人员向记者吐露
查案之初的困惑-)这是贪官吗

3

,

法院审理查明$ 陈锡诚在担
任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
'-(,

万元$ 索取和非法收受人民
币
($

万元.港币
%

万元(

!!

月
!

日$

昆明市中级法院对陈锡诚作出一
审判决$ 以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二年$ 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
刑十年$ 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二年(

陈
锡
诚

迷恋电子游戏.炒股 疯狂受贿索贿

张海超当年展示开胸后留下的刀口

%

中国海军
远海训练
实现常态化

据新华社杭州
!"

月
!!

日电
0

孙彦

新#琚振华
2

海军远海训练舰艇编队
指挥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邱延鹏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海军远海训
练已经常态化(

!!

月
%+

日至
!%

月
!!

日$由海军东
海舰队

&

艘主力舰艇组成的舰艇编队
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了远海训练( 这
是中国海军今年以来组织的第

+

次远
海训练(

谈到这次远海训练$ 有着
.(

年军
龄$曾任海军驱逐舰舰长.支队长的邱
延鹏说$主要有三方面的收获-一是进
一步检验了战法训法和装备效能$二是
进一步提高了部队遂行远海任务的能
力$三是进一步锤炼了官兵敢打必胜的
信心意志和战斗精神( 邱延鹏认为$今
后海军会继续保持远海训练常态化$

通过在远海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军事
训练$ 增强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
能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

对于编队返航途中在我国钓鱼岛
附近海域巡航$邱延鹏表示$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
领土$中国海军在本国管辖海域巡航$

是完全正当合法.无可非议的$保卫国
家海洋国土.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国
海军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

月
!!

日!中国渔政
"#$

船首航赴东海海域执行护渔巡航任务"

当日!中国渔政
"#$

船入列中国渔政东海总队!首赴我国东海海域执行护渔维权任务"

中国渔政
"#$

船是我国目前吨位最大#性能最先进的大型渔政船之一" 该渔政船的入列!将进一步提升中

国渔政专属经济区巡航和护渔维权执法能力"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我国最大渔政船入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