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西安
!

月
!"

日电 !高玉川被判

刑了" #不久前$这个消息在陕西省靖边县干部

群众中传开% 然而对于举报靖边县林业局原局

长高玉川贪污违纪问题的当事人来说$这个消

息来得太艰难了%

据新华社成都
!

月
!#

日电 记

者
!"

日从四川达州市获悉$农历元

宵节&

!#

日'晚
!

四川省达州市发生

一起暴力抗法(袭警(打砸派出所事

件% 达州电信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章久元无视规定$在禁放区燃

放烟花爆竹遭制止时$带人砸派出

所并导致
#!

名民警受伤$在当地群

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目前$涉嫌暴

力妨害公务的章久元等
$

人已被刑

事拘留%

据介绍$

!

月
!#

日是农历新年

的元宵节% 当晚$章久元等人在吃

饭喝酒后$将烟花爆竹铺开在属于

禁放区的西外信德广场处进行燃

放$巡逻民警前往制止时$章等人不

但不听劝阻$反而起哄辱骂并对民

警大打出手%

当达州市公安局巡警支队巡

警前往增援时 $ 这伙人竟公然将

公安巡警车的车门砸烂 $ 还跳上

朝阳派出所的警车进行踩 (砸 $惹

来附近群众围观 % 就在当事人被

依法带至朝阳派出所接受调查

时 $ 章久元再度带领一伙人冲进

派出所$踢毁派出所值班室房门 $

在派出所追打值班民警 ( 打砸办

公财物 $致使
#!

名民警先后不同

程度受伤 $其中
%&

多岁的女民警

潘广素被当场打昏倒地 $ 民警杜

崇荣鼻梁被打骨折%

目前$涉嫌暴力妨害公务的章

久元等
$

人已被抓获归案$ 并被刑

事拘留$四川省公安厅也派出工作

组前往事发地调查事件经过$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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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
!

月
!"

日电

)有谁在杨泗桥丢失一个男士黑色

公文包$内有现金和身份证(驾驶

证等%失物已被我同村的临川区罗

湖镇中华村饶某拾得%失主请速与

我联系% *今年春节期间$江西省抚

州市内突然张贴出上百张)启事*$

张榜者是拾到钱物者的同村村民%

抚州市临川区罗湖镇中华村

村民黄学辉告诉记者 $

#

月
"&

日

上午$他岳母雷某从罗湖镇坐客车

去市区$路经杨泗桥$车上同村妇

女饶某先下车时$一辆驶过的黑色

小轿车上掉下一个黑色公文包%黄

学辉说$包括他岳母在内的目击者

都看到$饶某拾得的黑包内露出厚

厚的一沓百元大钞和失主的身份

证(驾驶证等各种证件%

)仅包里露出来的钱就至少有

#

万元$丢了这么多钱和那么重要

的证件$换成是我$不知道会急成

什么样了% *黄学辉说$他岳母事后

本想找饶某 )分红*$ 但被他制止

了$他认为必须尽快物归原主%

然而$饶某并不同意黄学辉的

想法% 无奈之下$黄学辉想出了一

个办法+++张榜!追讨*$一方面让

失主自己上门来讨回失物$另一方

面也可以!举报*这种行为% 于是$

黄学辉自己花钱复印了上百张!启

事*$在许多热闹场所张贴出来%

黄学辉告诉记者$他已经向当

地派出所报案$决定通过公安机关

协助寻找失主%

接到报案后$临川区孝桥派出

所进行了调查% !关于拾得金钱的

数目仍然存在争议% *办案民警告

诉记者$ 目前饶某承认捡到了钱

物$但声称捡到的钱并不多%

办案民警认为$失主应尽快到

公安机关报案$或以!不正当得利*

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追还其丢失

的钱物%

路拾钱物不愿还
同村人张榜!追讨"

乱放鞭炮遭制止
带人砸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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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靖边县林业局原局长高玉川贪污案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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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

日$美国空军宣布一架

$%"

隐形轰炸机当天在关岛安德森

空军基地坠毁% 美军随即采取紧急

措施$ 停飞所有的
"&

架
$%"

隐形

轰炸机%

美国空军在
"#

日发布的一份声

明中说$这架
$%"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

是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不

久坠毁的% 美国空军在声明中表示$

一名飞行员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

定$另一名飞行员在经过简单检查后

离开了医院%

$%"

隐形轰炸机被视为

美国空军的王牌武器$每架造价高达

&"

亿美元% 这是美军首次发生
$%"

隐形轰炸机坠毁事故$这也是全世界

迄今发生的单起飞机失事事故中坠

毁的最昂贵飞机%

在上世纪
'(

年代$

$%"

隐形轰

炸机的研制成为美军的核心机密%

$%"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由美国诺思

罗普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于
&))*

年正式服役%

$%"

隐形轰炸机又称

!幽灵*$可以躲避雷达监测$难以被

对方发现和跟踪% 在空中不加油的

情况下$ 该机作战航程可达
&+&

万

公里$ 美国空军称其具有 !全球到

达*和!全球摧毁*能力% 在
&)))

年

轰炸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中$

$%"

隐

形轰炸机首次投入实战$ 引起世界

震动$先后参加了科索沃战争$阿富

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隐形轰炸机
美国全部停飞

01234

上图$劫持者被控制

右图$高明德%白大褂&靠近人质

$%"

隐形轰炸机%资料图片&

"

月
""

日
"(

时许$ 武汉一

家医院神经内科病房出现惊险一

幕,一患者家属因医患纠纷$趁护

士站只有一名护士之机$ 拿水果

刀将该护士劫持$ 并用刀卡住护

士颈部$ 嚷着要院长与科室主任

前来谈判%

接警后$ 武汉 口公安分局

副局长高明德率防暴队员赶来$

他找来一件白大褂将自己装扮成

院长$ 并利用谈判技巧逐步靠近

对方$与对方商讨各种条件$以使

对方放松警惕%

"&

时许$该劫持者要见有记

者证的记者$-武汉晚报. 记者在

劫持者一米远处出示记者证$见

劫持者看记者证时刀尖离开护士

颈部的一瞬间$ 高明德和 口公

安分局防暴队指导员杨恒毅一起

扑了上去$ 从劫持者手里夺下刀

具$被劫的护士安全解救% 随后$

市区两级防暴队员和民警迅速围

了上来$将劫持者制伏%

据了解$ 劫持者王某$ 今年

,'

岁$父亲几天前在该院因脑梗

塞病故$ 因不满院方的处理贸然

作出此举动% %据'楚天都市报(&

石乔
石乔

!问题干部"调任局长

取保候审!享受"三年

高玉川担任靖边县林业局长之前是新城乡

党委书记% 他在乡党委书记任上$因贪污农民扶

贫款
$

万余元被当地农民举报%然而高玉川不仅

没有受到查处$反而被调任县林业局局长%

当地农民不服$继续到县林业局讨要扶贫

款$并多次到县委(县政府和榆林市检察院反

映他的问题% 在此期间$一些林业局干部也举

报他动用上千万元植被恢复费大兴土木(毁林

为其亲属办沙场等问题%

令人吃惊的是$在榆林市检察院认定高玉川

贪污
$

万元的情况下$ 当地有关部门还为他办理

了取保候审% 此后$他不仅继续担任县林业局局

长(县人大代表$而且对检察机关传唤置之不理%

记者调查发现$高玉川为了掩盖其贪污的事实$曾

与告状的农民达成协议,由高玉川付清团古梁村

农民的扶贫费和土地补偿费$该村农民不再控告

此事%事后$高玉川付给团古梁村现金
!#

万元$其

中包括给了农民原委托告状人
"

万元%

当地有关领导对记者说$

!&&%

年榆林市检察

院对高玉川立案调查后$ 此案已进入司法程序$

!&&'

年县纪委也立了案% 根据有关规定$要等司

法机关有了结论后$县里才能按相关条例作出纪

律处理%令人费解的是$榆林市检察院立案调查期

间$对采取高玉川取保候审措施$依法只有一年的

期限$高玉川却)享受*了近
"

年% 直到
!&&(

年
(

月
##

日$高玉川案才正式公诉到法院%

按照有关程序$榆林市检

察院侦查终结后$指定横山县

检察院起诉%

!&&(

年
(

月
##

日$横山县检察院正式将高玉

川一案起诉到横山县人民法

院%

然而$

!&&(

年
)

月横山县

人民法院一审时$高玉川的律

师意外地出示了一份由靖边

县公安局出具的高玉川有重

大立功表现的证明%证明称$

$

月
#

日$靖边县汽车站广场发

生一青年人被
,

名青年殴打

致死的案件$高玉川向靖边县

公安局举报$公安机关根据举

报线索迅速成功将此案侦破%

又是怪事,高玉川
(

月
##

日被起诉$

$

月初就为侦破刑

事案件立了功%对此法官未深

入核查$就采信了靖边县公安

局有关高玉川重大立功表现

的证明$并判决高玉川犯贪污

罪$免予刑事处罚%

榆林市检察院认为一审

判决量刑过轻$检察长何宁亲

自指示横山县检察院提出抗

诉% 横山县检察院认为$高玉

川犯贪污罪事实清楚$按刑法

规定应判处
'

年以上有期徒

刑$重大立功表现不能认定为

本案免除处罚的法定事由%高

玉川为掩盖犯罪事实退赃赔

款$并无悔罪表现%

陕西省委政法委督导调查

发现$

!&&(

年
$

月
#

日的刑事

案件发生后$ 高玉川向靖边县

公安局民警魏东提供了相关举

报材料$ 魏东没有认真进行调

查核实$ 也未经刑警队队务会

或者专案组研究同意$ 就草率

出具了证明材料% 分管刑侦工

作的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平电话

同意盖章出具证明材料%

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理查明$靖边县公安局材料中

破案线索并不是高玉川提供

的$他对此事的供述与其所写

材料相互矛盾%法院对重大立

功表现不予认定%

!&&(

年
##

月
!!

日$依照有关法律$榆林

市中院依法撤销了横山县人

民法院作出的免予刑事处罚

的判决$ 并以高玉川犯贪污

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

年%

陕西省委常委( 省委政

法委书记宋洪武在办理高玉

川案件的专题会议上指出 $

高玉川案件本身不仅要查

清$ 此案涉及的司法机关违

法违纪( 不依法办事和司法

不作为等问题也必须查清%

正义之剑终于亮出%在高

玉川贪污案终审判决之后$陕

西省委政法委调查组进一步

调查了此案办理过程中榆林

市县公检法系统相关人员违

规违纪行为% 根据调查结果$

榆林市对高玉川案件办理过

程中公检法系统的
#'

名相关

人员作出了处理%

靖边县公安局民警魏东受

到了留党察看( 行政降一级处

分$并调离公安机关/副局长王

平被免去职务/ 局长吕新春被

警示训诫$责令纠错%

横山县检察院检察长及领

导班子被责令纠错$ 公诉科长

柳彦生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

免去科长职务% 榆林市检察院

反贪局和公诉处被集体责令纠

错$

'

名相关业务责任人$ 分别

给予诫勉督导(责令纠错等%

横山县法院一审认证失

误(量刑不当$案件承办人(横

山县法院刑庭庭长记大过处

分$法官和主管副院长警告处

分$院长被警示训诫$责令纠

错%

至此$高玉川案件得到依

法处理%

维护司法公正
$%

人被追究

县公安局出具伪证 一审判决量刑过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