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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山西
省纪委获悉，经山西省纪委常委会
议、山西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研
究，并报山西省委常委会议批准，
决定给予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
原市公安局局长李亚力留党察看
一年处分，建议按有关程序撤销其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太原市公安
局局长职务。

据调查，李亚力在处理其子违
章驾车并妨碍交警执行公务过程
中，违反规定，滥用职权，其行为已
构成渎职错误。同时还发现其有
违反廉洁自律错误和违反组织人
事纪律错误。此事件中涉及的其
他违纪人员，按干部管理权限由太
原市有关部门作出处理。

周克华自诩哈佛毕业
周克华以1万元1周的价格包养张

贵英，4 个月共花了 14 万元左右，并愿
意拿钱给她医癫痫。因为疑问重重，张
贵英曾秘密查询周克华身份，周克华察
觉后并未生气。

张贵英称，去年 4 月左右，一名自
称“刘东”的男子来到她所在的按摩店，
每次付费 150 元。刘东先后找过其他
人，但找得最多的还是张贵英，后来渐
渐发展为只找她。认识之初，刘东向张
贵英吹嘘，自己是 2005 年十大杰出青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家里有家族企业，
几分钟便可以入账几万元。

刘东提出花 1 万元包养张贵英 1
周。去年 5月 1日，张打车来到宜宾市
翠屏区莱茵河畔小区内的花园与刘东
见了面，刘东给了张贵英一沓用报纸包
好的钱，并对张贵英说：“如果干就收
下，不干就退给我。”说完后，刘东就离
开了。张贵英同意了。

此后的 1周，刘东晚上就留宿在张
贵英的租住处。1周期满后，刘东问张
贵英是否要继续，并再次给了张贵英 1
万元。张贵英表示同意后，刘东又提
出，白天也要住在张的租住处。张贵英
同意了，要求是住一个白天给 1000
元。刘东并没有反对这个要求。

张贵英后来交代，认识 4 个月，刘
东在她身上花了十三四万元钱，包括送
她的金银首饰。

曾要张贵英一起杀人
张贵英成了周克华女友，得到周克华

的细心照料。周拿出枪来，说自己很坏，但
要对张贵英好。他要求张贵英跟着干，并
带着她到了重庆作案。

第二次包养期满后，刘东称自己的
租住房到期了，想继续住在张的住处，
张贵英也没再向其要钱。直到此时，刘
东才告诉张贵英他的真实姓名：周克
华。为了证明自己所说，他还将自己的
身份证给张贵英看。

一次，周克华问张贵英知不知道“曾
开贵”是谁。张表示不认识。随后，周克
华就开始在网上搜索发生在南京、长沙、
重庆等地的持枪抢劫杀人案，并称这些案
子都是自己作的，还拿出了一支枪给张贵
英看。周克华对张贵英说，自己是很坏很
坏的人，但不会让张贵英吃亏，会给她买
房、买车，治她的癫痫病，可以给她四五十
万元，前提是要跟他一起做事。

张贵英一直觉得，有了钱就可以出
人头地，她表示愿意跟着周克华一起
做，但周克华此时却说：“那你怎么让我
信任你呢？”张贵英问周克华如何才能
信任自己。周克华要求张交一份投名
状。张问什么是投名状，周克华表示，
张贵英得先杀一个人，或者跟自己到重
庆去做事。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很害怕。”张
贵英说，她随后选择和周克华一同前往
重庆“做事”。

2012年8月14日，周克华被重庆警
方击毙。 （据《成都商报》）

据新华社电 1月 11日晚间，自
称是旅美侨胞的陈秀萍在互联网上
发帖实名举报福建证监局原副局长
田荔琴及其家人名下有 16处房产，
市场价值超过 5000 万元。相关帖
文被多家网站转载，引起网民关注。

记者采访举报人及田荔琴了解
到，陈秀萍因邻里纠纷对田荔琴不
满，通过田荔琴亲属及朋友了解到，
田荔琴及家人有 16处房产，陈秀萍
在互联网上详细列举了这16处房产
的地址，并表示下一步将实名向纪
检部门书面举报。

田荔琴表示，举报要有真凭实
据，将积极配合组织调查。田荔琴
说：“现在仇官仇富太严重了，不是
所有官员都是坏人，不是所有买房
的都是贪污腐败，举报要有证据，将
积极配合组织部门调查。”

针对陈秀萍反映的田荔琴在融
侨锦江社区有 4 套房产，有的挂在
田荔琴亲戚名下，田荔琴说，这些房
子自己都曾买过，但旧房换新房、小
房换大房，目前，其中的3套都是亲
属的房产，自己名下只有1套。

福建证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国证监会已经掌握相关举报，并
介入核查。

据新华社电 1月 11日上午，云
南省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
村民小组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掩埋
14户46人，2人受伤。12日11时50
分许，最后 1名失踪者的遗体被找
到，遇难者人数最终确认为 46 人，
搜救工作结束。

记者采访获悉，46名遇难者包
括 24名男性、22名女性，其中包括
19 名儿童和 7 名 60 岁以上的老
人。当地政府表示，这些遇难者的
身份都已得到确认。据悉，如果没
有直系亲属，将由政府负责遇难者
的安葬事宜。目前云南省、昭通
市、镇雄县三级已安排1050万元应
急资金，并将每名遇难者家属抚慰
金由1万元提高至2万元。

记者在现场采访了解到，部分
村民怀疑滑坡与煤矿采煤活动有
关。滇东北地质灾害防治专家组
组长姜兴武对此回应说：“该区域
唯一的煤矿为高坡煤矿，矿区边界
距滑坡直线距离500米。根据现场
调查及滑坡成因分析，没有发现滑
坡与采矿活动有直接关系。”

京津冀地区大雾橙色预警
大雾警报从 1月 11日开始拉响，12日各

地的警报连连升级。在受影响最严重的京津
冀地区，北京、石家庄、保定、邯郸、天津、沧
州、廊坊、唐山等都发布了大雾橙色预警。山
东、四川、安徽等省市都发布了黄色或橙色预
警。

与此同时，全国出现了大范围、极其严重
的污染过程。

从环保部下属的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空
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可见，至12日19时，东北
三省，西北的新疆，华北平原，山东、江苏、浙江、
福建等沿海省份，以及河南、安徽、湖北、湖南、
陕西等中部省份，均呈现出大范围的重度和严
重污染。

12日的全国污染过程中，最严重的是华
北平原的京津冀地区，密密麻麻地聚集了代
表最高污染等级——严重污染的深褐色，这
与雾的分布吻合。

雾霾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影响。北京、
天津、河北、湖北等地多条高速公路都采取了
临时的交通管制。天津到北京的高速公路全
路关闭。河北省境内的18条高速公路，河南
境内的7条高速公路封闭。

雾霾天气还使医院中呼吸道患者人数增
多，很多医院的呼吸科和儿科门前的患者排
起了长队。近一周以来，北京儿童医院的日
均门诊量都接近一万人次，其中 30%是呼吸
道疾病。

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雾天是我国每年
秋末到初春这段时间极易出现的天气现象，
由于这两天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势力较弱，中
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有所回升，这为大雾天
气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雾的出现使空气

中的污染物很难扩散，加重了空气污染。

33座城市空气严重污染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雾霾过程中，北京市

污染尤为严重。全市普遍长时间达到极重污
染程度，即最高的污染级别。至 12日 19时，
有 6个评估站点的空气质量指数爆表，达到
了 500 的上限。从 PM2.5 实时浓度看，入夜
后部分站点最高时甚至超过 900微克，是去
年北京逐步公布PM2.5浓度数据后，最严重
的一次污染过程。

记者查阅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1月12
日全国重点城市空气质量24小时均值（21时
更新）显示，北京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 786
微克/立方米，天津的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
500微克/立方米，石家庄的可吸入颗粒物浓
度为 960 微克/立方米。面对如此高的监测
数值，不少网友惊呼“空气有毒”，也有人表示
看不明白。

截至 13日零时，记者统计发现，在全国
74个监测城市中，有33个城市的部分检测站
点检测数据超过 300，即空气质量达到了严
重污染。

（据新华社、央视消息）

太原公安局长
被建议撤职

云南山体滑坡
46名村民遇难

证监局原副局长
被曝有16套房

女友包养价：一周一万

北京PM2.5突破
新年第二个周末，全国中东部地区都陷入严重的雾霾

和污染中。中央气象台将大雾蓝色预警升级到黄色预警，
环保部门的数据则显示，从东北到西北，从华北到中部乃至
黄淮、江南地区，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重度和严重污染。

900
中东部多地空气连遭重度污染，陷入严重雾霾天气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
米的颗粒物，主要来自扬尘、机动车尾气、燃煤
以及挥发性有机物等。

它能携带大量有毒有害物质，通过支气管
进入人体的肺部，甚至融入到血液之中，引发
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造成肺癌死亡率
的增加，成为危害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

环保专家指出，导致空气质量下降的污染
物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可吸入颗
粒物、臭氧等。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工
业生产、机动车尾气、建筑施工、冬季取暖烧煤
等排放的有害物质难以扩散，导致空气质量显
著 下 降 。 这 几 天 ，可 吸 入 颗 粒 物 PM10 和
PM2.5是首要污染物。

专家介绍，PM2.5 是比 PM10 更小的细颗
粒物，它的一次生成，基本来源于工业排放和
面源污染。建设项目增多，也是造成PM2.5浓
度居高不下的原因。

“十一五”期间，全国二氧化硫浓度和排放
量有了明显下降，但是，由于目前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总量依旧
巨大，加上空气氧化性不断增强，导致污染因
子活性增加，许多污染物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生成二次PM2.5，这样危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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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克华犯下
系列杀人抢劫案，
去年 8 月 14 日在
重庆沙坪坝区被
警方击毙，此案被
广为关注。周克
华的90后女友张
贵英随后被重庆
警方抓捕。本月
15日，张贵英将在
沙坪坝区法院受
审。张贵英的辩
护律师姚飞接受
张家人的委托介
绍，周克华被击毙
后，张贵英也一夜
之间成为焦点。
关于之前的包养、
同居内幕，在向警
方的交代中，张贵
英吐露无遗。

周克华
即将开庭审理的相关案件内幕披露，周克华自诩为富二代，几分钟赚数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