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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时! 中石油辽宁抚
顺石化三厂芳烃车间热油泵密封
泄漏起火爆炸 !

%&

时
''

分火被扑
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有目击者称! 爆炸现场有两
个人受伤!距离

%'(

米远的居民小
区内房屋玻璃被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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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
抚顺石化爆炸
震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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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外居民房屋玻璃

中国 河南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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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
乌云镇一村民在黑龙江捕鱼时!捕捉
到一条

'((

多斤的大鳇鱼!长约
+

米"

鳇鱼学名为达氏鳇! 是鲟鱼的一
种!起源于

%,+

亿年前!是白垩纪时期保
存下来的古生物群之一!与恐龙在地
球上共同生活!有水中# 活化石$之称%

达氏鳇性情凶猛!属大型肉食性
鱼类!能活

'(

年以上"据介绍!这条鳇
鱼能卖到

%'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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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
*

日向
媒体披露!警方成功破获一起扬言爆
炸恐吓案件!两名违法嫌疑人被依法
行政拘留"

-

月
%'

日!湖南省&长沙市某行政
管理部门主要领导分别收到不法分
子的手机短信!嫌疑人扬言针对该部
门实施爆炸报复社会"

经多方调查取证!警方确认永州
宁远县某单位干部钱智国有重大作
案嫌疑" 警方进而查实!在长沙市多
次向省市某行政管理部门领导发送
恐吓短信的人员!就是钱智国的外甥
黄宁辉"

!

月
&

日
&%

时许!专案民警在
长沙&宁远抓获两名嫌疑人"

据悉!钱智国因省某行政管理部
门没有安排其儿子进入该系统工作!

而心生怨恨!在多次纠缠有关领导未
果的情况下! 便滋生了报复的念头!

伙同黄宁辉多次给湖南省&长沙市某
行政管理部门主要领导发送恐吓手
机短信!造成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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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征地之前上面说!搞
好征地了!就可以奖励去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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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泰国的曼谷&芭堤雅!一共是
'

天时
间!团费是每个人

&-((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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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己出的!是村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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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公主号上!当时整艘游船有
%(((

人左右!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很多人都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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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泰国那些人妖可以脱下衣服!

给人摸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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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给小费!但是我没
有给钱"我们团里也有七八个人带了老婆去!他
们也都一样玩了!女的也都玩了"除了这个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类似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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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方也是男人!所以感觉没什么的"

不过这个照片在网上公开的话!还是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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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社区干部公费出国摸胸艳照曝光!艳照男主角回应'''

人妖也是男人
男人摸男人没什么吧

广东省中山市社区干部公款出游泰
国!摸人妖的胸部还拍照留念"

!

月
&

日!一
网友在博客中爆出该村治保主任和某生
产小组组长在泰国旅游时!与脱下上衣的
人妖合影的亲密照片"参与出游社区干部
回应称!人妖也是男人!摸摸胸没什么"

( 中山市港口镇胜隆村公款出游参加色情
活动) * 近日来! 一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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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在名为
#

....%$++$%+$%

$的中山网友的博客中发出的
博文!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记者在该博客中看到! 该网友发布了两张
照片!均为男子从后抱住身着银色连衣裙的# 女
子$!两名# 女子$的上衣都已经由上往下扯到胸
部下方位置! 而照片中两名男子的双手都放在

# 女子$的胸部上%

从照片来看!周围环境看起来很嘈杂!光线
暗淡!桌上可见大杯啤酒和碗筷!像是在用餐!

旁边围坐的人群里有男有女! 从旁观者的口型
看!似乎还在喝彩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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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下午!记者根据博客中透露的内容!来
到了位于港口镇的胜隆社区!以求证网友博文
的真实性%

# 他就是我们村的治保主任!叫梁锡泉% $

在胜隆社区的路边!面对记者的询问!村民一
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男主角%

# 比较胖一点的这个! 就是胜隆社区治保
主任梁锡泉!瘦一点的那个!应该是生产组

-

小
组的组长% $另外一个村民向记者介绍!平日里
她和梁锡泉接触过!感觉他为人还不错!对村
民说话也还比较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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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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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威胁炸机关被拘
事发湖南 因不满儿子工作安排

渔民捕获# 恐龙兄弟$

+

米鳇鱼能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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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欲撞车轻生!司机避让及
时没撞着!女子倒地轻微擦伤% 货车
司机吓坏了!当众喊冤!女子也当众
表示与他无关% 司机悲喜交加!当场
给女子磕头感谢她# 高抬贵手$%

昨天凌晨
+

时
+(

分左右! 一辆挂
安徽牌照集装箱货车沿宁溧路高架
桥往市区方向行驶!在夹岗出口下坡
时!车子突然走# 猫步$!同时伴着一
阵急促的刹车声!一名中年女子躺在
地上!抱着腿揉搓%

几名路人围过来!大家都认为女
子是集装箱货车撞倒的% 货车司机王
师傅连称+# 不是我撞的!我的车根本
没碰到她% $一名中年男子也替他作
证!称当时货车从坡道下来!速度并
不快!女子要撞车!货车让开了%

交警赶到现场!中年女子终于开
口说+# 放他走!是我自己碰的!跟他
无关% $听到女子说这句话!王师傅有
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当确定女子表示不关他的事后!

王师傅长出一口气! 忽然对女子说!

# 大姐!你是好人!我谢谢你了!我给你
磕头了% $随后真的跪下给女子磕了两
个头% 爬起来时!他已经热泪盈眶%

据了解! 该女子就住在夹岗附
近! 前晚因为家庭琐事!与丈夫发生
了矛盾!一时想不开跑出来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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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撞车轻生未遂

司机跪地磕头# 谢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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