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确认遇害的姐妹二人
是以留学生签证赴日的袁 姐姐
已于今年 3月毕业袁 目前在一
家中国餐厅打工袁 妹妹目前仍
是日本某大专院校的在校生遥
据了解袁本月 5日尧6日两天袁因
一直无法与遇害姐妹取得联
系袁 他们的朋友于 7月 7日向
警方报案遥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15 日
发布领事提醒院近年来袁日本发
生数起涉及在日中国公民的偷

窃尧暴力尧杀人尧抢劫等类型的
刑事案件袁 致使在日中国公民
蒙受人身尧财物方面的损失遥 大
使馆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加强自
我保护袁 尽量不要独自前往偏
僻的地方袁注意防范路上抢劫曰
勿搭乘陌生人车辆袁 也不要让
陌生人搭车曰交友须慎重袁勿与
背景不明的人来往曰 勿单独与
陌生人约会袁 也不要向陌生人
透漏个人信息遥

渊新京尧中新冤

大使馆发布领事提醒

商报综合消息 7月 10日晚袁经市
民举报袁在工商尧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袁
云南丽江市旅发委对丽江海迪螺旋藻
物流中心进行了现场检查袁 发现丽江
新云岭旅行社尧恰和旅行社等 16家旅
行社袁赵某尧吴某等 127名导游涉嫌违
反省市相关规定袁安排团队进店购物遥
因海迪螺旋藻物流中心涉嫌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袁工商尧公安部门依法暂
扣了商家的售货凭证及电脑遥目前袁丽
江市旅发委及工商尧 公安部门正在对
涉事的旅行社尧导游尧购物商家作进一
步调查核实袁一经查实袁将依法处理遥
据介绍袁 丽江市下一步将针对旅

游行业中玉石制品市场存在的突出问
题进行严厉打击袁 以零容忍的坚决态
度开展整治活动遥 渊云南冤

14神州/环球 2017. 7. 17 星期一 责编/陈越华 美编/符丽花

案件现场查获了涉嫌虚假登记的营
业执照 缘缘份尧涉嫌非法倒卖的居民身份
证 员源张以及大量的银行卡尧 网银盾尧数
字证书尧公章尧房屋租赁凭证尧股权转让
协议和巨额增值税发票等袁 现场 怨人全
部被公安部门带走遥

据介绍袁今年 缘月份袁深圳一野怨园后冶
快递小哥向深圳市市场稽查局举报称袁
其在今年 猿月份遗失了身份证袁 后立即
报警挂失并补办遥 然而袁一个半月后袁从
未经商的他发现自己名下突然有了 圆远
家公司袁且分布在深圳不同区域袁他分别
在这些企业中担任了股东尧法人等职务遥

接到举报后袁 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立
即展开调查遥通过对举报人所述 圆远家企
业的调查袁执法人员锁定了嫌疑人赵某遥

深圳市市场稽查局联合公安机关袁 于 苑
月 苑日 21时在龙华某城中村将赵某抓
捕归案遥随后在赵某家中搜出身份证尧数
字证书等证据袁 其中部分证据指向罗湖
某工业区一栋厂房一楼遥经询问袁赵某承
认袁 上述 圆远个企业均是她经手办理的袁
同时供述了幕后老板的大致位置遥经过 猿
天的深入追查袁在罗湖尧盐田等几个城中
村对幕后老板布控后袁 执法人员最终于
员园日 员远时 猿园分在位于罗湖某地铁口的
涉案窝点内抓获犯罪嫌疑人遥

据了解袁经过一个多月的追踪调查袁
已查实涉案人员 远园多名袁涉嫌虚假登记
的企业上千家遥经嫌疑人供述袁这些虚假
登记的企业主要涉嫌用于从事虚开增值
税发票尧诈骗和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遥

快递小哥发现自己居然有26家公司
深圳破获重大冒用公民身份虚假登记企业案 涉嫌企业上千家

希望小学捐款
20万变成2000元
献爱心岂能逢场作戏

安排团队进店购物

丽江16家旅行社
百名导游被调查

亚投行获惠誉
最高信用评级
据新华社电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

惠誉日前发布公告袁给予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 渊亚投行冤粤粤粤的最高信
用评级袁评级展望为稳定遥

这是亚投行在获得穆迪最高信
用评级半个月后袁再获三大国际评级
机构之一的评级机构最高信用评级遥
惠誉公告中说袁 本次评级基于亚

投行现有和预期的固有优势袁亚投行
拥有一个可观的资本基础袁这将帮助
借贷活动按预期迅速扩张遥 一系列政
策和高质量的管理也将会降低风险遥

亚投行总资本金为 员园园园 亿美
元袁 包括 圆园园亿美元实缴资本和 愿园园
亿美元待缴资本遥 圆园员远年 员月正式开
业以来袁亚投行成员数量不断增加袁已
批准 员远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袁总投资
额将近 圆缘亿美元遥

商报综合消息 近日袁河北邯郸新
愚公希望小学爱心拍卖会上袁 一家单
位将写有 20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
到校领导手中遥 但事后袁仅捐款 2000
元遥 当校长询问能否捐助 20万元时袁
得到的答复是院不可能遥现金支票属演
出道具袁不应视为捐款遥 这次袁贫困人
群和这 20万支票模型被当成了道具袁
捧了商家却伤害了广大师生的情感遥
我国已有叶慈善法曳袁民政部门应该负
起责任袁依法治善袁让需要帮助的人真
正得到帮助袁捍卫慈善的尊严袁给那些
作秀者在信用上记上一笔袁 让他们不
敢再把背叛当秀场遥 渊新华冤

员远日 源时 圆怨分袁常熟公安部门接
到群众报警袁 称虞山镇漕泾新村二区
苑源幢发生火灾遥 员员怨指挥中心立即调
集 员源 辆消防车袁苑员 名消防官兵赶赴
现场处置袁缘时 圆愿分大火被扑灭遥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商品
房屋袁 系江苏四阿哥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租住的员工宿舍遥 现场有汽油焚烧
的痕迹袁房门均被反锁遥起火建筑为两
层带阁楼砖混结构袁 建筑面积约 圆园园
平方米袁过火面积约 圆园园平方米遥经调
查核实袁 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 圆怨

人遥 经对现场彻底清理袁 确认死亡 圆圆
人遥 猿位伤者均为轻伤袁无生命危险遥

火灾发生后袁 江苏省委省政府主
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救
援和处置袁苏州市尧常熟市立即成立了
应急处置领导小组袁组成现场搜救尧医
疗救治尧原因调查尧善后处置尧舆情发
布等工作小组袁 还成立了 圆源 个由司
法尧民政尧社区尧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
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袁野一对一冶
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抚工
作遥

常熟民居遭纵火 22人死3人伤
现场焚烧汽油 房门被反锁 嫌疑人落网

银事故现场

据新华社尧央视 员远日 源时左右袁江苏常熟虞山镇漕泾
圆区 苑源幢发生火灾袁 造成 圆圆死 猿伤遥 经公安部门调查取
证袁这是一起纵火案袁嫌疑人姜某某已被抓获遥

日本警方公布遇害中国姐妹死因
因颈部被勒窒息死亡
涉嫌男子将面临逮捕

据日本媒体报道袁 伊势佐木警署
专案组 15日表示袁司法解剖结果显示
两人的死因均为颈部遭到压迫导致的
窒息死亡遥据专案组介绍袁两人除颈部
遭压迫之外袁身体上还有淤青遥 据悉袁
死亡时间为 7月上旬遥
另据报道袁 姐妹俩被发现时身体

已发生变色袁生前疑遭殴打遥
此前袁 涉嫌杀害中国籍姐妹的日

本男子袁 目前已被神奈川县警察本部
特别搜查组控制袁即将面临逮捕遥据日
媒消息袁该男子年龄 30多岁袁家住横

滨市袁已婚袁在姐姐陈宝兰打工的地方
与其相识袁两人有感情和金钱纠葛遥据
目前为止的调查情况袁 通过两姐妹住
所附近的监控袁 发现该名男性从 6日
至 7日多次出入姐妹俩住所遥 日本警
方认为该男子可能与事件有关袁 并正
沿着这个线索展开调查遥
此外袁警方根据该男子车辆安装的

GPS行车记录发现袁遇害姐妹失踪的 7
日当天袁这名男子驾驶车辆从姐妹俩住
所所在地横滨市中区的一个公寓出发
移动至二人遗体发现地点秦野市内遥

商报综合消息 据日本媒体 7月 15日报道袁日本警方公布在日遇害中
国籍姐妹尸检报告显示袁两人因脖子被勒住导致窒息死亡遥 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也于当天提醒在日中国公民加强自我保护遥

据新华社
电 日前袁深圳
市市场稽查局
破获了一起重
大冒用公民身
份虚假登记企
业的案件遥 根
据追踪调查 袁
该案已查实涉
案人员 远园 多
名袁 涉嫌虚假
登记的企业上
千家遥

银大量涉嫌违法作案证据

据新华社电 7月 16日电党的十
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
略决策袁出台实施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方案袁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举措
取得重大突破遥 为全面总结和展示改
革的进展和成就袁中央组织拍摄了十
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叶将改革进行到

底曳遥 该片将从 7月 17日起在中央电
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袁并在融媒体平台
同步推出遥
该片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袁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袁以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历史使命

感袁统筹推进野五位一体冶总体布局尧协
调推进野四个全面冶战略布局袁整体谋
划部署党的十八届三中尧四中尧五中尧
六中全会确定的改革任务袁带领 13亿
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尧砥砺奋进袁扎实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遥

该片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全景式尧
权威性的梳理总结袁既体现了较强的

思想性和理论深度袁又讲述了人民群
众身边生动的改革故事遥 全片共分十
集袁分别为叶时代之问曳叶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曳叶人民民主新境界曳叶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曳叶延续中华文脉曳叶守住绿水
青山曳叶强军之路渊上尧下冤曳叶党的自我
革新曳叶人民的获得感曳遥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袁这

部政论专题片的推出袁将进一步鼓舞
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袁坚持
改革正确方向袁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袁
继续解放思想尧勇于实践袁把全面深化
改革事业不断向前推进袁为实现野两个
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遥

十集大型政论专题片

《将改革进行到底》今日开播
充分展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非凡历程

两人生前疑遭殴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