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西一名
!"

岁少年涉嫌在
#

个月内杀死
!$

人! 警方透露"少年

被捕时毫无悔意"表现十分冷血"在

承认犯案时也十分自然及冷静"似

乎以杀人为乐!

据悉" 警方是在日前调查一宗

谋杀案时拘捕涉案少年的!警方说"

该名少年承认他因与被杀的
%&

岁

商店主争吵"遭对方打耳光"于是开

枪把对方打死!警员透露"少年在接

受盘问期间"#显得十分冷血" 表现

得像是很享受杀人一样$%

这名少年住在南部城镇新汉堡

一个暴力问题严重的小区" 他自称

自去年
!!

月开始在
%

个月内枪杀

了
!$

个人"警方目前已有足够证据

证明他涉嫌其中
"

宗命案!

!据"新闻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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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
(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

悉
(

继
)

月
$$

日许霆案重审第一次

公开开庭之后
(

今日下午
(

广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将第二次开庭审理此

案! 虽然这次开庭是否当庭宣判现

在还不能确定
(

不过依据现在的种

种迹象
(

广州市中院重审对许霆作

出有罪判决似乎已是不争的结果!

依照广东法院系统近年的惯

例
(

如果判决结果会引起较大的争

议
(

法院一般都会在宣判后发布消

息
(

对案件的审理过程&查明的事实

和证据& 所援引的法条等进行相关

阐释! 早在许霆案进入重审程序后
(

就有消息称
(

广州市中院已按照法

定程序将许霆案层层上报到最高人

民法院! 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

兴长在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时也向

记者表态"'广州许霆案$ 属于恶性

取款
(

定罪判刑是应该的
*

他比较赞

成(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

即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
(

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

尽管到现在为止
(

法学界对许霆

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争论不休
(

许霆的

代理律师仍然坚持无罪辩护
(

可是综

观以上种种迹象
(

许霆案重审有罪判

决或成定局% !据%新快报&$

许霆案今日再审
有罪判决似成定局

$,

日"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

民法院内" 受审的犯罪嫌疑人王超

在法院大院内逃脱% 截至
$'

日晚"

河北警方仍在全力追捕逃跑疑犯%

$'

日"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城"

多个公共场所的显著位置均张贴了

'协查通报$"通报上附犯罪嫌疑人王

超的半身照%其中称"

%

月
$,

日
!%

时

-.

分"犯罪嫌疑人王超在盐山逃离%

这份'协查通报$显示"逃脱嫌犯

王超" 男"

!&'-

年
&

月
!!

日出生"汉

族"小学文化"河北省海兴县苏基镇

苏西村人%

$..-

年
"

月"王超因聚众

斗殴"被肃宁县法院判处
!

年有期徒

刑"缓期
$

年执行%

$..,

年
"

月"因抢

劫罪被刑事拘留%该疑犯身高
!/,.

米

左右&平头&方脸"上身穿红色夹克"

下身穿牛仔裤"脚穿旅游鞋"身份证

号为
0%.&$10&'-.&00%-%.

%

$'

日
0-

时
1-

分许" 盐山县公

安局一位民警证实"疑犯是从盐山县

法院内逃脱的% 他称"在法院大院内"

法警准备将其押送上车时"疑犯伺机

逃脱" 当时他手上还戴着一副手铐%

这位民警还表示"对提供线索&成功

控制犯罪嫌疑人的有功人员给予
-

万元奖励% !据%新京报&$

受审嫌犯法院逃脱
警方悬赏 !万缉拿

重庆垫江县一位小学教师以优

异成绩通过了公务员考试"但渝中区

人事局却因他两年前的一次 '一夜

情$而拒绝录用他% 该教师愤而将人

事局告上法庭"

%

月
$'

日"重庆市渝

中区法庭予以立案%

因'一夜情(受党纪处分

%0

岁的刘非
2

化名
3

是垫江县一

位乡镇教师"

$441

年他参加县里组

织的'小学数学骨干教师$培训班时"

与一位已婚女同事发生了'一夜情$%

此事被发现后"垫江县纪委对他处以

党内警告处分%

刘非说"虽然这只是一次偶然的

事情" 但他认识到错误并坚决改正"

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非常努力"想通

过实际行动重塑自己的形象%

在被处分当年的考核中"刘非不

能被评为'优秀$"但获得了'称职$%

$44"

年" 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

动中" 他被工作所在地乡党委评为

'优秀共产党员 $"

$44,

年被当地政

府评为'优秀教师$%

成绩考第一却被拒录

刘非还有一个当公务员的梦想%

$44,

年下半年" 重庆市面向社会公开

招录公务员" 刘非报考了渝中区大溪

沟街道办事处文秘岗位" 取得了笔试

第一名&面试第一名的成绩"综合成绩

不仅在本岗位第一" 就是在同一面试

组中也是第一名"体检也合格%

去年
!$

月
-

日"大溪沟街道办

事处对刘非进行政审%今年
!

月
!,

日"刘接到了渝中区人事局不予录

用的书面通知 % 刘被拒录的理由

是 *在政审程序中 "发现其曾因生

活作风问题受过党纪处分 % 根据

(公务员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刘因

不具有良好的品行 "不符合公务员

的录用条件%

刘非想不通"申请复议"重庆市

渝中区人民政府维持渝中区人事局

不予录用刘非的决定%

教师状告人事局歧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知错能

改"善莫大焉%我觉得通过这几年的

努力"我已经改好了%难道因为我曾

经犯过一个过错" 就要影响我一辈

子"从此失去了上进的机会+ $刘非

说" 实际上他还参加了公开选拔副

处级干部的考试" 成绩也进了前
%

名% #我犯过错"并不想当干部"但是

为什么不可以做一名普通的公务员

呢+ $

刘非查阅了 (公务员法)&(公务

员录用规定
2

试行
5

)和(中共重庆市

委组织部& 重庆市人事局
644,

年下

半年面向社会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

简章)" 发现均未对受过党内警告处

分的人员作出任何禁止招录或报考

的规定% #我以与其他考生平等的身

份参加考试" 却在录用时遭到歧视"

这是侵犯我的政治权利% $

刘非向渝中区法院递交了行政

诉状"要求渝中区人事局撤销其行政

行为"依法将其录用为公务员%

#

月

6'

日"法院正式通知刘予以立案% 据

介绍"法庭将择日审理此案%

!据"南方都市报&$

巴西一 "#岁少年
$ 个月枪杀%& 人

白皮肤和黄皮肤的两双手一起高举#祥

云$火炬"实现东西方两个文明古国的一次

历史性握手,,,当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接

过雅典奥委会主席基里亚库手中的火炬"奥

林匹克圣火终于来到北京的怀抱-

!"

日当地时间下午
!

时
#$

分"在
%$&'

年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泛雅典

体育场"在全世界目光聚焦之下"东西方文

明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对话%

现场两万多名观众掌声如潮" 在整个由

大理石修筑的台阶间激起回响" 五星红旗和

希腊的蓝白条旗满场飘动% 奥运圣火从希腊

到中国的交接" 象征着由西方文明孕育的奥

林匹克精神" 将首次与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

并肩携手" 共同谱写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的新篇章" 见证现代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与交

融%

至此"奥林匹克圣火在希腊境内为期一

周的传递活动在高潮中落下帷幕% 从
(

月
%

日起"北京奥运圣火将正式踏上在全球范围

内的'和谐之旅$"将人类追求和平友爱&和

谐共处的声音传遍五大洲%

刘淇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希腊为圣

火传递活动付出的努力"他说*'明天"奥运

圣火将带着希腊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

谊与美好祝福"从伟大的奥林匹克运动的发

源地"抵达万里长城"抵达北京% 我们坚信"

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奥运圣火

是和平与友谊的象征"以和谐之旅为宗旨的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

当地下午
#

时
)*

分" 白衣红帽的总统

卫队踏着整齐沉稳的步伐盛装走入泛雅典

体育场"正式启动圣火交接仪式% 希腊总统

帕普利亚斯在出席了圣火取火仪式后"再次

亲临圣火交接仪式现场% 在雄壮的(义勇军

进行曲)奏响的时候"现场的希腊华人华侨

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齐声高歌% 而希腊

观众也起立报以掌声"祝福北京%

悠扬的笛声和厚重的鼓点声响起"在奥

林匹亚成功完成取火重任的女祭司们手举

橄榄枝"簇拥着最高女祭司缓缓走向场地中

心的圣火台%女祭司们分在圣火台四角站定

后"最高女祭司怀抱'祥云$火炬"向北而立"

昂首静待圣火% 全场陷入安静%

随着希腊境内传递的最后一棒火炬手&

雅典奥运会女子三级跳远银牌得主德维茨

矫健的身影远远出现在入口"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随着火炬前行"掌声也如浪潮推进%德

维茨和最高女祭司对接手中火炬后"最高女

祭司引燃了圣火台% 随着圣火瞬间升腾"奥

林匹克会歌响起"恍如从天际传来的旋律优

美深沉"在现代奥运会重生之地再次唱响了

崇高的奥林匹克精神%

如同一周前在古奥林匹亚举行的取火仪式

一样"太阳神阿波罗依然眷顾北京奥运会%雅典

的艳阳"和圣火的光芒一起照耀泛雅典体育场%

刘淇代表北京接过奥运圣火后"一旁的

护火手迅速向前" 将圣火小心地移至火种

灯% 仪式结束后"圣火将乘专机'奥运圣火$

号返回北京%

在过去一周中"奥运圣火从奥林匹亚到

雅典行程
%)**

多公里" 途经希腊
#$

个城

镇"共有
'**

多名火炬手参与传递"最大限

度地体现了参与精神% 而其中
#'

名中国火

炬手为圣火希腊之旅添加了'中国元素$"更

好地体现了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和谐交融%

基里亚库送上了雅典对北京的祝福% 他

说*'在圣火结束在希腊境内的传递后"我们迎

来了将圣火转交给中国朋友的伟大时刻% 希

腊怀着真挚的友情将圣火转交给中国"期待接

下来的圣火全球传递能将和平友爱&相互尊重

的信息和奥林匹克理想传递到全世界% $

结束在希腊境内传递 昨日成功进行交接

!"#$%&'(

运送北京奥运圣火火种的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专机'奥运圣火$号"当地时间
!*

日

下午
'

时从雅典国际机场起飞"将于北京时

间
!%

日上午到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北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

介绍"圣火抵达北京后"将在首都国际机场

和天安门广场举行圣火欢迎仪式暨火炬接

力启动仪式" 展示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圣

火&对和平和梦想的期待%

!文图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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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一小学教师以录用歧视将人事局告上法庭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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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淇在北京奥运会圣火交接仪式上展示火种灯

刘淇!左$从希腊奥委会主席手中接过圣火火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