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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城否认“猪圈女童”8 年没人管
中新网成都 11 月 11 日电 (记者
胡敏)“她现在会笑了”，照顾小忠(化
名)的志愿者曲珍说，20 多天来她第一
次看到了小忠的笑容。
8 岁的小忠身高只有 78 厘米，体
重只有 7 公斤，她更像出生几个月的
婴儿，连日来，小忠的遭遇受到了越来
越多的人关注。10 日晚，记者在从四
川八一康复中心了解到，经过治疗，小
忠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肺部感染
也得到控制。
据法制晚报报道，女孩的妈妈是
43 岁的雍忠(化名)，是四川稻城县一
镇上的五保户。据村里的人介绍，雍
忠在 2001 年突然患上间歇性的精神
失常，无法辨认身边的人，也无法照顾
自己。不幸由此开始。

2006 年，在精神病发作期间，雍
忠遭陌生人强暴，并怀孕。一年后，她
生下一对双胞胎，但当场死了一个，活
下了一个女儿，即小忠。
小忠出生后一直在自家院墙边的
猪圈里生活。母亲雍忠每次发病，便
将小忠扔在院子里不管，甚至连女儿
抓屎吃也不顾。一次重感冒发烧后，
小忠因得不到救治而患上脑瘫。在这
样的生存条件下，小忠活到了 8 岁，但
全身肌肉萎缩。
稻城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
小女孩自脑瘫发病以来，县委县政府
和当地乡政府都给予了帮助和支持，
一出生就享受了低保和五保。今年
10 月 份 ，县 委 县 政 府 专 门 筹 措 了 资
金，把她带到成都做体检及相应的检

查，
“ 是县委县政府主动带出去，并不
存在不管不理的情况。”
“如果女孩 8年一直生活在猪圈，
周
围邻居不管，
当地乡镇党委不管，
女孩也
不可能活到现在吧。
”
该工作人员说。
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几乎与世
隔绝，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人发现了小
忠，并联系了公益组织把她接到成都
进行治疗。
现在每天都有爱心人士来到八一康
复中心，
给小忠送奶粉和尿不湿，
该中心
的医护人员也自发进行了捐款。
“20多天
来，
小忠体重提高了一斤”
，
医护人员表
示，
小忠先心病的问题，
要等到她营养恢
复到一定程度后才能进行，
四川省八一
康复中心将联系具备手术条件的医院，
对小忠实施心脏病手术治疗。

11 月 10 日，正在新疆乌鲁木齐客运段紧张训练的“动姐”们首次向
媒体露面。乌鲁木齐客运段动车队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1 日，队员由汉、
维吾尔、回、满和朝鲜等多民族组成，平均年龄 23 岁，致力于为旅客营
造“甜蜜新丝路、瞬间新感受”的乘车体验，打造丝路上的“甜蜜高铁”。
兰新高铁（乌鲁木齐南至哈密段）将于 11 月 16 日开通运营，标志着新疆
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动车开通后初期运行时速 200 公里，乌鲁木齐南
到哈密的运行时间由原来的 5 小时缩短至 3 小时左右。图为“动姐”在
进行形体训练。
时报综合消息

河北落马官员家藏上亿现金

押解嫌犯发生车祸

黄金 74 斤房产手续 68 套

致2死5伤

住院期间意外身亡

中首次向美

大规模出口民用飞机
时报综合消息 中航工业直升机哈飞
与美国维信航空公司 11 日在珠海签署 20
架运 12 系列飞机销售合同。这是中国首
次向美国大规模出口民用飞机。
据透露，这些订购的运 12 飞机将用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到大峡谷地区的旅游
观光和短途客货运输。这是中国国产民
机首次出口发达国家，在中国民机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运 12 轻型多用途飞机是唯一取
得美国 FAA 型号合格证的中国国产民机，
这是运 12 成功打入美国市场的必要条件。
据介绍，运 12 具有使用简单、机动灵
活、可在简易跑道上起飞和着陆、用途广
泛等特点。

“占中”清场行动在望
时报综合消息 11 月 11 日是香港“占中”非法
集会的第 45 天，继香港高等法院延长旺角等地的
禁制令后，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透
露，高等法院延长禁制令，并授权警方拘捕违令
者，警方会按法庭指令做好拘捕行动，呼吁占领
马路的示威者和平离开。另有港媒透露，警方已
取消休假，7000 警力随时待命，清场行动在望。
有香港媒体分析，当前反“占中”民气正盛，
多个民调显示，超过七成市民认为应该结束“占
中”，因此现在警方依法清场必将得到民意的强
力支持。
近日，占领者仍然占据金钟、旺角和铜锣湾
三个地区的部分道路。据记者 11 日现场所见，在
占领区大本营金钟，约有六七百个帐篷，但很多
帐篷已没有人留守。在旺角，只有二三十个帐
篷，占领人数约有 100 人。铜锣湾更少，只剩十几
名占领者。
香港高等法院 10 日延长禁止示威者占据马
路的临时禁制令，并授权警方拘捕违禁者，这意
味着警方可以随时清场。上月，有香港交通运输
业团体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颁令禁止示威者占
领旺角和金钟部分路段，法院随后颁布临时禁制
令，并先后两次延长。
香港政务司司长、署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11 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高等法院延长旺角和
金钟中信大厦禁制令，并授权警方拘捕违令者，
她呼吁占领区人士自愿和平离开，结束占领行
动。林郑月娥称，法治是香港赖以成功的基石，
也是香港核心价值，港府会致力捍卫法治。警方
会按法庭指令做好准备，包括采取拘捕行动，希
望港人尊重法院裁决。她还透露，港府有决心在
第四季开始第二轮政改咨询，预计最迟 12 月初开
始。对于学联希望上京与中央官员对话，林郑月
娥回应称，如果他们只是重复立场，就没有必要;
如果他们有新看法，港府的对话大门一直打开。
香港《东方日报》11 日援引可靠消息称，警方
正召集负责处理“占中”的 7000 警力，全体人员于
本周四起取消休假，一连四天候命，协助执行命
令，首个清场目标将是旺角两个被占路段，届时
一旦有人妨碍执达吏行事，在警方警告无效的情
况下，将随时启动大规模逮捕行动。

荆州女副部长

时报综合消息 记者从荆州市委外宣
办一负责人处获悉，12 日凌晨，荆州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市委编办主任饶同珍因
车祸在医院住院期间意外身亡。死因不
明，警方已介入。
前述荆州市委外宣办负责人介绍
称，今年 10 月底，饶同珍因车祸受伤在医
院抢救，去世前仍未出院。他说，具体死
亡原因不明，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另据荆州当地消息人士透露，饶系
自缢身亡。但此说法未得到官方证实。
公开资料显示，饶同珍最近一次公
开露面是在 2014 年 8 月 18 日，荆州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饶同珍到宜昌
市学习宜昌市搭建公共检验检测平台、
整合检验检测技术机构经验。
饶同珍简历
饶同珍，女，汉族，1965 年 6 月生，湖
北公安人。历任公安县委常委、宣传部
长，石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石首市市
直机关工委书记，荆州市妇联主席、党委
书记，荆州市妇联主席、党委书记兼荆州
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2012 年 7 月至今，任荆州市委编办主
任、党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负责机构
编制工作。主持市编办全面工作。

7000 警力取消休假

新疆
“动姐”
亮相

时 报 综 合 消 息 今 年 以 来 ，河
司原总经理张连德，大名县委原书
北省纪检监察机关加大办案力度， 记边飞（副厅级）等干部因涉嫌违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截至
纪违法问题被调查。
10 月底共立案 14808 件，其中县处
在加大查办大案要案力度的
级以上干部 238 人。一批“小官巨
同 时 ，河 北 省 纪 检 监 察 机 关 坚 持
腐”案件也被查处。其中，某市一 “老虎苍蝇一起打”，严肃查处了一
涉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
批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小官巨腐”
家中搜出现金上亿元，黄金 37 公
案件。这些案件中，有的市车管所
斤，房产手续 68 套，贪腐程度令人
数十人大肆受贿数千万元，有的市
触目惊心。
交警支队长受贿超千万元，有的市
据河北省纪检机关通报，今年
人社局干部监管不力致使医保基
以来，河北省人大常委、财政经济
金 被 骗 取 近 2000 万 元 ，有 的 县 国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发改委原主
土资源局原局长受贿和巨额财产
任刘学库，河北省人大常委、法制
来源不明总额近千万元，甚至有村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委原常务副
干部利用协助征地时机受贿百万
秘书长梁树林，河北省人大城乡建
元。这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且发
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原副主任委
生在群众身边，社会影响恶劣，群
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
众反映强烈。

时报综合消息 记者 12 日上午从广东省人民
检察院及雷州市获悉，广东湛江雷州市检察院一
辆押解嫌犯的执勤车 11 日中午发生车祸，导致 2
死 5 伤。
雷州市是广东湛江市下辖的县级市。11 日
上午，雷州市检察院反贪局法警大队负责人陈某
等一行六人驾驶执勤车前往徐闻看守所押解犯
罪嫌疑人黄某，返程途中在湛徐高速雷州龙门路
段车辆左前轮突然爆胎，警车失控撞向高速路中
间隔离带，致 4 人被抛出车外。
4 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后，雷州市检察院
反贪局法警大队负责人陈某和被押解的嫌犯、原
雷州市食品总公司南兴分公司副经理黄某经抢
救无效死亡。
目前，其他伤者在位于雷州市龙门镇的湛江
农垦第二医院治疗，雷州市检察院已成立以检察
长李观贤为组长的工作小组处理善后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