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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东莞市中
级法院获悉，近日该院对原告冀中
星诉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政
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作出
一审判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
并已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原告代理
律师邮寄行政判决书。

法院审理认为，对因何故致残
的调查属于公安部门的职责范围，
并不属东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的
范围。而东莞市人民政府虽未及时
将转交东莞市公安局办理的情况告
知冀中星，但已就冀中星提交的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答复行
为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违法。故
东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依法驳回
冀中星的诉讼请求。

据新华社电 南宁市公安局兴
宁分局 1 月 12 日通报，1 月 11 日发
生的街道办副主任被小贩持刀杀害
一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于当日 2
时20分许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1 月 11 日 13 时许，南宁市兴宁
区民主路官塘村一小巷发生一起故
意伤害案，造成兴宁区民生街道办
两名工作人员一死一伤，两名犯罪
嫌疑人随即逃离现场。

案件发生后，南宁市公安局成
立专案组，根据上级指示展开侦破
工作。在公安机关政策攻势和追捕
压力下，两名犯罪嫌疑人到公安机
关投案自首。

警方初步查明，两名犯罪嫌疑
人均姓唐，男性，都是本市兴宁区官
塘村人。一人 1977 年 6 月出生，另
一人 1978 年 8 月出生。二人于 11
日12时许，在民主路官塘村一小巷
人行道违规占道设摊摆卖水果时，
与开展市容巡查的民生街道办工作
人员发生争执。二人持刀伤害两名
街道办工作人员，造成民生街道办
副主任曾春晖和一名工作人员受
伤。曾春晖不幸殉职，另一名受伤
工作人员无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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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老人
被骗42万元

警
惕

据新华社电 日前，沈阳一位74
岁的老人被不法分子电信诈骗，一
天内42万元存款被悉数卷走。

1 月 6 日上午 9 时许，沈阳市公
安局皇姑分局黄河派出所民警张
文祥接到报警电话，中国工商银行
沈阳黄河支行的工作人员表示，有
一位老人可能正在被电信诈骗。

“当我赶到现场时，老先生已通过
ATM 机汇走两万余元。银行工作
人员为防止老人进一步遭受财产
损失，将卷帘门放下暂停营业，我
们将其带到派出所开导劝阻。老
先生虽理解我们一番好意，但仍固
执认为没有被骗，故无法立案调
查，只能将其送回家。”

７日下午，张文祥的同事齐大
壮见到了独自到派出所报案的老
先生。老人前一天回家后又接到
恐吓电话信以为真，前往另一家银
行将40万元悉数转账。

据悉，诈骗分子冒充法院工作
人员，称老人卷入一起贩毒洗钱
案，涉嫌用医保卡为毒贩购买药
品，并用银行卡为毒贩洗钱。诈骗
分子利用老人的恐慌和趋利避害
心理，让其将个人存款提供给所谓
的国家安全账户以检查存款中是
否有可疑资金。老人的钱被骗走。

送礼与收礼，穿上“隐身衣”
记者近日在北京、重庆、长沙等地采访

发现，中央禁令之下，请客送礼之风有所收
敛，一些高档销售品商家反映今年明显不好
卖。

然而，一种名为“礼品册”的商品在网络
上销售火爆。记者随机打开一家名为“满橙
礼品”网站看到，每个价位的礼品册对应着
一些商品，其中一个版本中，有单反相机、高
档烟酒等18件价值数千甚至上万元的商品。

据“满橙礼品”一陈姓推销员介绍，送礼
者先确定礼品档次并付款，留下收礼者地
址，网站先寄给收礼者一张有账号密码的礼
品册，收礼者通过账号密码登录网站，自行
选择礼品，之后礼品将会快递送达。

礼品册是一张巴掌大的卡片，很不起
眼，其中礼品从几百元的到几万元不等，收
礼人自己选定之后，这些礼品可快递到家，
既安全隐蔽，又投其所好。

销售人员透露，公务送礼是其主要业
务，但对于礼品册购买者单位名称，他们却
讳莫如深。

礼品册还成了部分单位发放福利的“新
宠”。“礼尚往来”的一位销售人员说：“今年

检查很严，购买单位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
你买的东西、送的人，只有我了解，连我的同
事也不会知道。”

电子礼品卡，随时可套现
在网络送礼同时，一些名为“电子礼品

卡”的商品销售也十分火爆。这种卡片不记
名、无实体，面值从50元到1000元不等。

记者采访调查发现，多数网站并未要求
购卡者输入身份证号码；在支付页面，发票
名目可选择办公用品、劳保用品、教材资料
等类别；购买成功后，系统提供消费密码，在
提交订单环节输入密码即可消费。

一位电商服务人员介绍，送礼者在网上
购买电子礼品卡后，可将密码转发收礼者，
他们可在电子商务网站上凭消费密码任意
选购商品。从买礼品到送礼品，双方无需见
面，也不用经手实体卡片，既方便快捷，又避
免了送礼风险。

记者发现，这类买卖大多通过支付宝、
网银转账方式进行交易，一方面收礼人将购
物卡面值“变现”存入支付宝，另一方面，“黄
牛”将回收的购物卡再次销售，形成了一条

“卖卡—买卡—套现”反复循环的灰色产业
链。

隐身送厚礼，漏洞待查处
针对公款送礼歪风，中央纪委先后下发

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
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和

《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
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等。

然而，豪华酒店清冷了，电子礼品卡又
火了起来……送礼者一个“隐身变形”动作，
便可出没于网络，大玩“躲猫猫”。

据了解，我国电子商务管理存在诸多漏
洞，尽管有关部门出台了《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管理办法》，但尚未出台有关电子礼品卡
的规定；另一方面，虚开发票的行为十分猖
獗，给违规送礼提供了很大空间。

业内人士建议，尽快制定网络销售礼品
的规范，如扩大监管范围，不仅购卡实名，用
卡也要实名，不仅线下实名，线上也要实名，
不仅要限制单卡金额，还要限制单卡销售数
目等。

税务部门应加大账目核实与发票查验，对
于办公用品、培训费等发票年底大量增加的现
象，要仔细审查，一旦发现虚开发票的情况，予
以严厉处罚。

（据新华社“新华视点”）

违规送礼

以色列谢巴赫医疗中心下属的康复医院主
任什洛莫·诺伊1月11日宣布，以色列前总理沙
龙在昏迷8年后当天在医院去世，享年85岁。

2005年 12月，沙龙首次中风，治疗后好
转。沙龙自2006年第二次中风以来一直处于
昏迷状态，在特拉维夫谢巴赫医疗中心接受治
疗，靠呼吸机等辅助设备维持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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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马一生反对和谈
沙龙 1928 年生于特拉维夫附近沙龙地区的

马拉勒村，曾在英国坎特伯雷参谋学院、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学习。他是利库德集
团中著名的右翼强硬派，反对以巴和谈，主张在被
占领土上修建更多犹太人定居点。沙龙曾在以色
列防卫军服役超过 30年，是以色列建国以来战功
最大的将军。

沙龙 2001年起担任以色列总理，因多次推行
强硬政策而成为争议人物。沙龙出任政府总理
后，逐渐调整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2005 年 8 月 15 日，以色列政府不顾国内右翼
势力的强烈反对，正式启动单边行动计划，并于 9
月 12日完成了从加沙地带的撤离工作，从而结束
了以对加沙地带长达38年的占领。

2005 年 12 月，沙龙首次中风，治疗后好转。
2006年 1月 4日，沙龙出现严重脑出血，昏迷后再
未苏醒。

有媒体分析认为，沙龙一生叱咤风云，既获得
无数赞誉，也遭受了无数的指责。尽管“毁誉参半”，
沙龙在以色列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两任妻子先他而去
沙龙一生经历了两次婚姻，先后娶了一对姐妹。

1953年 3月，25岁的沙龙和 22岁的戈莉相恋
6年后喜结良缘。婚后3年，儿子格尔出世。1962
年5月6日，玛格丽特因车祸去世。

妻子去世后，5岁的儿子格尔变得沉默寡言。
沙龙请戈莉最小的妹妹莉莉搬来同住，照顾格
尔。莉莉对姐夫非常崇拜。

1963 年秋天，沙龙和莉莉结为夫妻。不到 3
年，莉莉就为沙龙添了奥姆里和吉拉德两个儿子。

2000年，莉莉身患癌症离开人世，翌年沙龙成
功当选以色列总理。

叱咤风云广受争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整个以色列都在

为沙龙的去世而垂首悲痛。”
以色列总统佩雷斯称赞沙龙“是一名勇敢的

士兵和无畏的政治家，为巩固以色列安全作出了
许多贡献”。

美国媒体认为，他在以色列国家意识里是一
位重要人物，是1948年一代的最后一位领导人。

一些以色列政治评论家认为，纵观沙龙的军
事生涯和政治生涯，沙龙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一个
词来概括——得寸进尺。

法新社报道指出，美国国务卿克里称美国人
民十分关心以色列前领导人沙龙。

（本报综合新华社等媒体报道）

20012001 年年 33 月月 2121 日日，，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安南（（右右））在纽约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在纽约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
理沙龙理沙龙。。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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