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会参议院 员苑
日一致通过一项法案袁允许野怨窑员员冶事
件受害者及其亲属起诉沙特政府遥 奥
巴马政府当天重申反对该项法案遥

这项法案由民主和共和两党议
员共同提交袁拟允许美国本土恐袭受
害者及其亲属通过美国法庭起诉涉
嫌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遥 法案在
参议院通过后将交由众议院审议遥

白宫发言人乔希窑欧内斯特在当
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奥巴马政府
对该法案的反对态度遥 他表示袁该法
案将改变长期以来执行的有关主权
豁免的国际法袁并令美国利益在其他
法庭体系中受到威胁袁野基于这些担
忧袁很难想象总统会签署这一法案冶遥

“9·11”受害者
可起诉沙特？
美参议院通过相关法案

国防部新闻局：解放军在东南方向举行演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商报综合消息 河南某置业公司法
人王东渊化名冤因欠别人 130余万元袁
一直不肯还袁被人告到法院袁拿到让他
还款的判决依然不肯执行袁 最终上了
河南三门峡市湖滨区法院的失信 野黑
名单冶袁这时候他正南极旅游袁于是他
买不了返程机票袁被野困冶在南极了遥这
位野老赖冶只得抵押了公司三套房产袁
又支付了 30万元执行款袁才得以从黑
名单上暂时除名袁 终于可以买机票回
国了遥 该法院的工作人员说袁野一旦被
执行人信息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库袁其贷款尧出入境尧高消费都会受限遥
像王东这种情况袁 购买机票也会被视
为高消费行为而受到限制遥 冶 渊肖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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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落马贪官为立功检举同伙
蒋洁敏供出周永康

商报综合消息 甘肃兰州市榆中县
公安局 17日回应袁 针对 5月 17日网
上反映 野和平派出所民警暴力执法袁
用警棍殴打大学生冶一事袁省尧市公安
督察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袁
认定网上反映情况属实遥 经该局研究
决定袁对负有领导责任的和平派出所
所长尧教导员及分管和平派出所的县
公安局副政委停止执行职务曰 对涉事
民警宋冬冬尧 未得文先行采取禁闭措
施袁县纪检监察部门介入做进一步调
查袁依纪依法严肃处理遥 渊新民冤

兰州大学生屁股被警察打开花

警方:情况属实
涉事人员停职

据新华社电 国防部新闻局 员愿日就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在东南方向举行演练回答了记者提问遥
记者院近日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在东南沿海密集举行演练袁有评论称这些演练与东南沿海局势有关遥 请问对此作何评论钥
答院近日袁我军在东南方向举行了陆尧海尧空军部队演练袁旨在检验和提高应对安全威胁尧完成军事任务的能力遥 这些演练活动是根据年度训练计划作出的例行性安排袁

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袁有关人士不必过度解读遥

中学教师杀妻后潜逃 20年
做过导游尧记者袁先后开过 3家公司 低调伪装终究难逃法网

老赖上“黑名单”
被“困”在南极

据廉政瞭望 近日袁广东省揭阳市
委原书记陈弘平涉嫌受贿尧贪污尧行贿
一案袁在佛山中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遥
法庭上袁陈弘平称自己符合自首情节袁
且有重大立功表现遥陈弘平的行为袁是
否够得上自首或立功袁 最后要由法院
来判定遥近年来袁的确有部分落马贪官
因符合自首情节或有立功表现袁 被从
轻处罚或减轻处罚遥 如审理广东省委
原常委尧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一案
时袁检方表示院万庆良归案后认罪态度
较好袁从立案侦查尧审查起诉直至今年
5月 17日庭审袁 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尧退缴赃款赃物袁可从轻处罚遥 案发
后袁 万庆良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犯罪
行为袁有重大立功表现袁可减轻处罚遥

据不完全统计袁除了李春城尧万庆良外袁海南省原
副省长冀文林袁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袁广西壮族自治
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等均有立功表现袁 被从轻处罚
或减轻处罚遥

对于落马贪官究竟检举了谁袁有何具体立功表现袁
人们十分关注遥 不过袁因为具体案情并未公开袁外界了
解有限遥部分媒体报道中曾流露出只言片语院李春城以
及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因为主动交代袁 供出周永康而
获得立功表现遥

当然袁也有野立功未成冶的例子遥 曾长期担任薄熙来
秘书袁后担任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的吴文康袁落马后曾
检举尧揭发了薄熙来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遥吴文康认为袁
他的这一行为应算有立功表现袁但法院对此未予采纳遥

对于落马官员来说袁检举尧揭发他人
重大犯罪行为往往是获得立功表现的重
要途径遥 不过能否够得上重大立功袁却要
因人尧因事而已遥
比如陈弘平一案袁对于其是否构成重

大立功就存有争议遥 根据陈弘平的检举袁
揭阳市原市委常委尧常务副市长刘盛发已
于去年被佛山中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 14年遥 而按照野被检举人是否可能被判
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冶的标准袁被陈弘平
检举的刘盛发仅被判有期徒刑 14 年袁陈
弘平也够不上重大立功遥

法庭上袁陈弘平辩称袁虽然刘盛发未

被判处无期徒刑袁但他是一个拥有 650多
万人口的城市的市委常委尧 常务副市长袁
案件有较大影响袁由此应该认定他具有重
大立功表现遥 陈弘平辩护人则辩称袁以陈
弘平检举刘盛发的金额袁如果没有其他从
轻尧减轻的量刑情节袁刘盛发贪腐的金额
是可判处无期徒刑的袁应认定他具有重大
立功表现遥
法庭上的陈弘平认为袁 在自己的受贿

事实中袁 除批转划拨 350万元给林培强修
路尧建水坝尧开发农庄一事之外袁其他收的
野每一分钱冶都是他自己主动交代的袁因此
不能说办案机关已经提前掌握其犯罪线索遥

哪些官员有立功的表现 何种行为才算重大立功

据华西都市报 四川资阳市乐
至县公安局 5月 17日通报袁 侯华
金涉嫌故意杀人已被批准逮捕遥
20 年前袁小雨渊化名袁当时不满 3
岁冤的父亲侯华金及其妻子袁同为
乐至县某中学教师遥 因感情纠纷袁
1996年寒假袁侯华金杀死 29岁的
妻子后袁 潜逃至云南昆明隐姓埋
名袁再次结婚并育有两个女儿遥 潜
逃 20年里袁他做过导游尧记者袁先
后开过 3家公司袁 年收入上百万
元袁被警方抓捕时袁他是一家企业
管理公司老总遥

乐至县公安局副局长唐成说袁20年来袁 每年都在对该起案件进行
追踪遥 2016年伊始袁乐至县公安局判断袁野侯冶姓在全国属于较少的姓
氏袁然后查询全国 40-50岁野侯冶姓男性袁共搜索出 2000多人遥

接下来袁民警拿着嫌疑人照片挨个对比遥 乐至县刑侦大队副大队
长刘德福说袁2个多月的比对中袁他们发现了这样特征的男子袁户籍信
息在云南昆明遥 今年 4月 18日袁刘德福等民警在昆明一个小区内蹲守
数日后袁这名可疑男子出现遥 野听得懂我的口音吧钥 冶刘德福上前说遥 正
在买早餐的侯华金听到问话袁点了点头遥 野我们是警察袁知道我们说哪
的吧钥 冶刘德福继续问遥 野知道袁乐至的遥 冶侯华金回答遥

指认现场时袁站在曾经的案发宿舍内袁侯华金要求给逝去的前妻下
跪磕头遥回到看守所袁侯华金写下两首叶无题曳诗遥侯华金说遥每逢佳节袁
他都会给杨老师焚香烧纸袁一个人默默流泪遥 冶对于现在的妻女袁侯华金
说袁20年里袁妻子多次提及和他回四川老家袁都推说家中没人袁不想伤害
妻女遥野云南的大女儿今年高考袁二女儿明年高考袁我对不起她们遥冶侯华
金说袁今后的岁月中袁希望两个女儿袁像她们的大姐一样自强自立遥

回放·血案缉凶

1996年 1月 28日袁上大二的杨木易渊化名冤袁和父亲再次来到乐至
县某中学袁找在这里任教的姐姐玩耍遥 连续 8天姐姐一直不在家袁感觉
不正常遥 杨木易决定翻进房间去看个究竟遥 杨木易发现房间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袁卧室的正中间放着一封用作业本纸写的信遥 信是姐夫亲笔
所写袁信中说将他的姐姐杀死了遥 杨木易不敢在房间久留袁和父亲找到
学校领导后一起报警遥
接到报警后袁乐至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立即赶到案发现场遥 死

者倒在客厅的沙发上袁尸体被压在沙发的坐板下方遥 在对案发现场周
边群众和学校老师进行走访调查后了解到袁 警方确认死者杨小易袁是
该中学的一名老师遥 她的丈夫也曾是该校教师袁但已不知去向遥

●三封书信锁定丈夫的嫌疑最大

●弟弟发现姐姐陈尸在教师宿舍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袁1月 20日当晚袁 杨小易曾与其丈夫侯华金
发生过激烈争吵遥现场三封书信也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袁警方走访确认袁
信确为侯华金亲笔所写遥

野一封信写给妻子的遥 冶办案民警说袁给妻子的信里袁侯华金表达了
对妻子的爱与恨袁回忆了与妻子相爱相恋的美好时光袁也有对妻子尧岳
父岳母和女儿的愧疚遥另外还有两封信袁一封写给自己最好的朋友袁让
其帮忙照顾自己才 2岁半的女儿曰一封是写给自己的野情敌冶的袁他怀
疑妻子出轨袁表达了对野情敌冶的不理解袁对妻子的不理解遥

●2000多个“侯”姓中扒出真凶

●做导游 最怕接触四川游客

5月 17日袁 记者在乐至县看守所见到侯华金袁47岁的他头发和胡
子已经花白遥 侯华金说案发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袁就跑到了昆明袁到昆
明他先跟流浪汉一起袁住在车站或桥洞遥之后袁侯华金办了假身份证袁出
去找工作遥 野看到火车站很多旅行团袁我觉得自己可以带团遥 冶侯华金试
着去应聘袁旅行社雇佣他带散客遥 很快成了导游里的中坚力量袁手上接
的旅游团也越来越多遥 侯华金说袁特别怕四川游客中来自内江尧资阳等
地的人认出他遥 他立即辞职袁准备另谋出路遥

●当记者 担心露面太多主动辞职

辞去导游后袁侯华金赶上云南某报社招聘遥 一考试就应聘上了遥 侯
华金说袁每次和其他媒体一起出去采访袁他总是避开镜头遥

野当记者让我地位上升很快遥 冶侯华金说袁4年左右时间袁他就成了
报社中层袁任职报社的经营总监遥

侯华金再次害怕了袁野应酬很多袁很多新闻发布会要参加袁露面的机
会太多了遥 冶侯华金说袁他主动辞职袁离开了报社遥

●开公司 年收入上百万时换行业

离开报社后袁侯华金利用当记者积累的人脉关系袁先后与人合伙开
了一家广告公司尧一家传媒公司遥 公司很快发展壮大袁收入达到数百万
元时袁侯华金觉得自己的名气大了袁野不敢再冒险了袁我退出公司袁决定
再找一个行业袁从零开始遥 冶后来的侯华金袁每隔两到三年换一次行业遥
2016年 4月被抓时袁侯华金自办的企业管理公司蒸蒸日上袁他长期呆在
国外袁野感觉要安全一些了袁去年 8月才回国遥 冶

●忏悔 给逝去前妻下跪对不起现在妻女

自述·潜逃 20年

银潜逃 20年后袁侯华金被警方抓获并带回四川乐至银侯华金在看守所写下的两首忏悔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