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检
察院了解到，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 ５ 名涉
嫌针刺孩子的教师，有 ４ 人日前被正式批
捕、一人取保候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
陆续有家长发现孩子腰部、腿部等多处有
红色针孔，少则几个、多则十几处，怀疑是
幼儿园教师所为， 共涉及多个班级共 ２０
余名孩子，后家长向派出所报案。 经法医
鉴定为针刺样伤口。

事发后，该园被关停，５ 名涉事教师被
警方刑拘。 日前，有 ４ 人被铁西区人民检
察院批捕，一人取保候审。 据新华社电

1月 19 日上午， 被举报与女下属陶某
三年开房 410 次的南航前高管卢宏业涉嫌
受贿罪，在广州中院受审。 此前，卢宏业为
南航股份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经
理，其被指控收了 8 人贿赂款折合人民币
超过 500 万元。

据指控，2001 年 8 月至 2012 年 6 月，
卢宏业分别任南航公司新白云机场南航
基地迁建工程指挥部计财处经理、南航公
司财务部资产管理经理、南航公司财务部
总经理、南航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
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南航新白云
机场招投标、 工程款结算以及南航存贷
款、结售汇等工作中，非法收受朱某、郑某
武、汪某、陈某锋、陈某化、罗某、柳某琪、
杨某等人的贿赂款共计 406 万元人民币，
23 万港元，1 万美元，手表一块，该手表价
值 13 万元人民币。

卢宏业于 2014 年 12 月被查，2015 年 1
月 12 日，经省检察院决定逮捕，同月 14 日
被逮捕。 据《信息时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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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消息，2016 年
1 月 1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原党委委员、副厅长谢
晖决定逮捕。 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据新华网报道

水体污染治理方面将出 “重拳”。
记者日前从环保部相关人士处获悉，环
保部正在编制“水十条”实施情况评估
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 预计今年出台。
值得注意的是，问责制将进一步细化落
实，环保部将和各省市签订水污染防治
目标责任书，地方若治理不力将面临强
力问责。

“和大气污染治理相类似，各个地方
根据‘水十条’中设定的总体治理目标，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 来和环保部签订责
任状， 就是把治理水污染目标和任务进

行细化， 将所有能够落实的任务全部落
实。这是一条红线。如果治理出现不作为
的情况， 相关部门及其主管领导将面临
问责。 ”上述人士说。

据其透露，让“水十条”落地，通过
在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全面控制污染物
排放等多方面进行强力监管， 铁腕治污
将进入“新常态”。环保部将陆续出台配
套措施、考核办法和实施细则，实施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江河湖海水污染、
水污染源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实行从
水源地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

记者同时获悉， 为了更好地解决我
国水污染难题，环保部还将出台《城市
地表水水质排名办法》， 每年公布水质
最好和最差 10 个城市名单，继续开展城
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调查评
估，推进饮用水水源规范化建设。不仅如
此，2016 年环保部还将会同住建部建立
黑臭水体管理信息平台， 每半年公布全
国黑臭水体信息， 督促地级及以上城市
公布黑臭水体名称、责任人及达标期限；
编制《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推进入
海排污口设置规范化整治。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台北 1 月 20 日电 中国国民
党中央常务委员会 20 日下午在台北举
行会议，确定 2016 年党主席补选于 3 月
26 日举行投开票。

国民党原主席朱立伦于 1 月 18 日正

式辞去党主席职务。 根据《中国国民党主
席选举办法》，党主席缺位时，须于 3 个
月内选举新主席，补足原任所遗任期。

国民党中常会 20 日通过 《2016 年
党主席补选作业细则》， 确定 2016 年党

主席补选投开票日期为 3 月 26 日，连署
与竞选活动时程授权选务单位调整。

台湾立法机构副院长洪秀柱 20
日下午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 ， 成为
第一位明确表态参选的党内人士 。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20 日公
开宣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
杨刚受贿案， 认定被告人杨刚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
人财产人民币一百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8 年 4 月至
2012 年下半年，被告人杨刚利用其担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事厅党组书记、副
厅长、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副主席、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产品经
销、获取开发项目、工作调动、职务升迁

等方面提供帮助。 2008 年 2 月至 2013
年 8 月， 杨刚直接或者通过其妻贾英、
其子杨讴嘉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人民
币 1216.47 万元、 美元 1.1 万元及价值
人民币 155.71796 万元的财物， 共计折
合人民币 1379.2765 万元。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
告人杨刚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案发
后，杨刚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
大部分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积极
退缴全部赃款赃物，认罪悔罪，对其可
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

杨刚受贿 1379 余万元获刑 12 年

“水十条”实施细则今年将出台

国民党定于 3 月投票补选党主席

南航前高管
卢宏业受审

新疆公安厅原副厅长
谢晖被逮捕

涉嫌针刺孩子
４名教师被捕

中央军委委员、 海军司令员吴胜利
20 日上午应约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
翰·理查德森视频通话，就两国海军务实
交流合作、 南海岛礁建设等问题交换了
意见。

吴胜利指出，去年以来，在中美两国
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
的背景下，两国海军互访交流日益频繁，
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要进一步丰富中美
新型海军关系的实质和内涵， 继续保持

高层交流互访， 推动舰队级领导互访机
制化； 加强一线指挥员和官兵间的交流
合作，做好参加“环太平洋 -2016”演习
准备；开展医院船互动合作，联合组织人
道主义医疗服务； 深入落实 《海空相遇
安全行为准则》， 防止误解误判和危险
接近的发生。

吴胜利强调，近期中国在南沙群岛永
暑礁新建机场成功进行了校验试飞活动，
目的是检验机场设施是否符合民用航空

标准，以更好履行中方承担的国际责任和
义务，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服务。 我们在
南沙岛礁建设必要的防御措施并不是军
事化， 却引起个别国家和媒体的恶意炒
作。 岛礁是否军事化，关键在于岛礁建设
的目的和建成后的用途。我们绝不会谋求
岛礁军事化，但也绝不会不设防，防御设
施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受到威胁的程
度。中国海军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南沙岛礁
的主权和安全。 据新华社电

吴胜利与美海军作战部长谈南海等问题

中国海军有能力保卫南沙岛礁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