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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11 日，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在中美两国执
法等部门通力合作下，外逃美国17年之
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许超凡被强制遣
返回国。

许超凡，男，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
行原行长，涉嫌贪污挪用中国银行资金
4.85亿美元，2001年外逃美国，国际刑警
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经中美执法部门
合作，许超凡于2003年被美方羁押，并于
2009年在美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

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的领导下，中
央追逃办统筹各方力量，发挥外交、司法、
执法、反洗钱和反腐败等部门和广东省作
用，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开展了长达十多年
的追逃追赃工作。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
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将许超凡案确定为
两国重点追逃追赃案件，双方密切协作，
全力推进。在中美执法合作强大压力和
政策感召下，许终于接受遣返安排。截至
目前，办案单位和中国银行已从境内外追
回许涉案赃款2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银行开平支行案主犯
许超凡被从美国强制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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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叼走半岁宝宝
乱咬至血肉模糊
众人营救多人受伤

《楚天都市报》消息 7月10日6点半，
武汉市武昌区东亭小区 6个月大的婴儿
睿睿遭遇惊险，被大狗叼走咬得血肉模
糊。睿睿的奶奶和姑妈，还有众多热心街
坊冲上去对着恶犬一顿捶打，才将孩子夺
回来。

冯女士介绍，当时她抱着睿睿坐在
长椅上，一黑一黄两只大狗迎面扑来，将
睿睿身上多处咬伤，其中一只黄狗睿睿
一口叼走，跑出六、七米远。奶奶王婆婆
奋不顾身地冲上去，然而黑狗不松口，另
外一只黄狗还将王婆婆右手手臂和左脸
等咬伤。当时休闲广场上多名婆婆看到
这一幕，也冲上来帮忙，但狗一点儿也不
怕人，久久不松口。这时，一男子上前将
大狗死死抱住，其他人一起捶打狗的头
部和身体，这时狗才将嘴松开，冯女士趁
机将血肉模糊的睿睿夺回来。救完睿睿
后，两只狗又冲上来追咬救人的街坊。
随后，睿睿被送到中南医院急诊科，其左
耳垂被咬掉，脸部和身体多处被咬伤，伤
情比较严重。

两只狗的主人称，他家就住在一楼，
这两只狗是杂交犬种，是朋友送给他的，
养了 3年多。平时狗都被关在家里，早
上他上完夜班回家刚躺下，老人把家里
的门打开，狗这才跑了出来。事发后，民
警已展开调查。舒先生也赶到医院，支
付伤者医药费，配合调查。

湖南农大科研玉米被偷
校方：当地已组织归还

中国青年网北京7 月10 电 10日下
午，湖南农业大学针对7月7日学校浏阳
教学科研综合基地科研玉米被偷事件发
表情况说明。

湖南农业大学浏阳教学科研综合基
地，位于浏阳市沿溪镇，承担了一批国家
和省部级科研项目，每年有6个专业300
余名学生在基地进行综合实习。

2018 年 7 月 7 日 16 时许，浏阳教学
科研综合基地发生村民偷摘玉米事件，
基地带队老师、学生及时阻止并报警。
现场勘查发现 1725 份玉米科研材料被
损毁，导致 2015级农学专业一班作物学
科研技能竞赛无法继续，该班秦同学因
试验材料损毁而无法完成毕业论文，农
学院罗教授此次科研试验得不到结果，
引起在基地实习的学生情绪激动，有学
生将相关图片资料发到微博和个人空
间，引发媒体关注。

当地派出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
置。沿溪镇党委、政府迅速组织当地村、
组召开村民小组会议，组织归还被盗物
品，对此次事件造成的损失深表歉意。

大街上“筑坝”年年“抗洪”
福州一餐厅成网红

《钱江晚报》消息 超强台风”玛莉
亚“来袭，福建福州一家名为”筷子豪情

“餐厅意外成为全国网红。原来，这家
店常年“奋战”在抗洪第一线。据说当
地人已经开始打赌今年会不会被淹，淹
到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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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九江市沙子墩庐山路193号
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诚招九江地区各县加盟商151070216021510702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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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老师兰老师::1837011206118370112061可微信可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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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注册：www.jjhnw.com
牵手红娘
今日会员，060282，女，瑞昌人，离异，72
年，身高163cm，温柔贤惠，性格开朗。带一
个女儿，自己有房。觅:成熟稳重，有责任心，
年龄在65——72年之间的男士牵手，九江
市及周边县城人都可以。

R

长期招收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4
岁及以上儿童。电话：19907025966

九江棋院

总部：浔阳区南湖路84号原航空宾馆三楼
一分部：花果园小区6栋9号门面
二分部：莱茵美郡4栋104室
三分部：奥林匹克花园39栋一单元1018229333

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叉车出租2-10t 搬家起步价：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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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0993505

地址：南湖支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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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服务平台

毛家饭店8989789/8770707
尚鱼餐厅8212877/8356009
和味水立方 家宴首选 8553379
回收家中各种老酒13970257299●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长途搬家，
公司搬家，
搬钢琴、空
调、家具拆
装等。

吊车、
叉车出租
起步价：200

前进搬家
8582345

老字号

小分类大市场

黄金屋商铺王
华东市场长江大道路边拐角98m2108；华东
市场79m2两层68.8万年租34000；利江市
场40.25m245万月租1800；大中路步行街
162.82m2，1280万年租80万；三里街庐峰
小区76.17m2，53万。15870869258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

市区酒店二层楼二十多间
房，整体转让，原用于按摩，
足浴，装修豪华，有意者联系
刘先生13879208819

低价转让

赣G3B731（朱卫华），赣G05B38（本德金），
赣GB6947（熊木森），赣GB3237（熊木森），
赣G5B599（李金龙），赣G1B949（刘朋朋），
赣G8B396（姜 志），赣G7B629（姜 志），
赣GB6615（姜 志），赣GB2696（潘熙波），
赣G1B586（刘柏林），赣G6B856（何显生），
赣GB6452（邹秀前），赣GB4283（查春金），
赣GB5303（查春金），赣G27476（查春金），
赣G12B43（徐晓东），赣G4B405（程清水），
赣G3B391（张夏元），赣G27180（殷建春），
赣G26288（殷建春），赣G26226（殷建春），
赣G26918（殷建春），赣G26897（张仁才），
赣G89B13（陈少平），赣G23B54（周玉林），
赣G0B021（周西平），赣G5B173（查龙平），
赣G8B546（洪江华），赣G6B266（罗水林），
赣G5B843（王华明），赣G28B16（宋海青），
赣GB6980（查淼滚）。

摩托车注销声明

美工设计1名：大专及以上学
历，女，35岁以下，一年以上展
示设计经验；工资待遇面议。
淘宝客服数名：学历不限，女，35
岁以下，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者
或残疾人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电 话：0792-8187029

15979970199（微信号）
联系人：杨小姐 刘先生

九江丰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招聘

某男，八八年生，未婚，个高相
正，国企职工，有房有车，寻品貌
端正女子为伴13397923664

新华社泰国清莱 7 月 10 日电 被困
泰国清莱洞穴的最后 4名少年足球队员
及 1名教练于 10日被成功救出。至此，
自 6 月 23 日来被困洞穴的 13 人已全部
获救。

泰国救援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19名国际顶级洞穴潜水专家及泰国
海军救援队员 10 日早上开始进洞救
援。此外，100多名来自中国、美国、澳大
利亚等国的救援人员参与运送氧气瓶等
救援物资。

12名年龄在 11岁至 16岁之间的泰
国少年足球队员和 1名教练 6月 23日进
入清莱一处洞穴后与外界失去联系。

营救行动从 8日开始，分为三批次，
每次行动相隔15小时，确保19名专业进
洞救援人员进行休整和增加补给。

此处洞穴全长超过 10 公里，洞内
地形复杂。由于泰国正值雨季，洞内
多处被水淹没，水中淤泥堆积，能见度
极低，狭窄难行，救援工作异常艰难。
一名参与救援的前泰国海军特种部队
成员 6 日在执行运送氧气瓶的任务时
因缺氧和过度劳累而窒息身亡。参与
此次救援的中国洞潜专家说，此次救
援行动是世界上难度最大、风险最高
的营救行动之一。

被困泰国洞穴的少年足球队
13人全部获救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 针对有媒
体报道法国达能集团旗下爱他美
（aptamil）婴儿配方乳粉在英国引起婴
儿呕吐及胃肠不适症状，海关总署11日
发布通报称，报道涉及的相关产品还没
有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到中国。

通报说，经与相关企业联系核实有
关情况，海关确定该报道中涉及的婴儿
配方乳粉为达能集团供应欧洲市场的
产品，未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到中
国，该集团也未通过跨境电商形式将该
产品引入中国市场。目前，该集团正在
对问题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谨慎从境外
通过直邮等方式购买该产品。

海关总署提醒消费者
慎由境外直邮购买
爱他美婴儿配方乳粉

新华社泰国普吉 7 月 11 日电 泰国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 11 日在游船翻沉事
故救援情况记者会上说，截至当天，事故
已造成46人死亡，其中45具遗体完成打
捞，另有 1具遗体被船体压住。此外仍
有1人下落不明。

诺拉帕说，目前已有 43具遗体完成
身份认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后续将加
快另两具遗体的身份确认工作。他还证
实，普吉府将向每名遇难者赔付 210 万
泰铢（约合43万人民币）。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挥乍龙蓬
表示，当天将继续尝试打捞被“凤凰”号
船体压住的 1具遗体，也正在根据洋流
方向搜救下落不明的1人。

泰国海事厅第三区海事办公室主任
普利帕在记者会上说，如果 11日仍不能
在海面发现失踪的 1 人，将考虑把“凤
凰”号船体翻开进行进一步查看。

普利帕表示，因“凤凰”号船体为本
次事故的重要证据，对“凤凰”号船体的
移动将会十分慎重。目前需首先与船主
公司协调一致，之后方可购入相关设备
进行打捞，预计耗时在 25日以上，具体
时间视天气情况决定。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仍有1人生死不明
打捞“凤凰”号仍需时日

人民网7月10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
思想，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
务，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近日部署展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以来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
职人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积极适应新的文职
人员制度重塑重构特点要求，以新修订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及
配套政策为依据，坚持需求牵引，服务
部队急需，主要招录一批主干专业系
列、重点关键岗位文职人员；提高标准
质量，瞄着优质人才资源，精析岗位要
求、精细准入条件、精准按岗择人，从源
头上保证文职人员队伍素质优良；做到
阳光透明，坚持岗位数量、资格条件、选
拔程序、录用结果“四公开”，确保招考
全程公平公正，树立军队选人用人良好
形象。根据计划安排，7 月 12 日至 22
日，报考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名，8
月 26日全军组织统一考试。考试内容
包括公共科目和专业科目，各科目考试
的范围、内容和具体要求已在军队人才
网公布。12月底前，完成面试体检、政
治考核、综合考察、公示审批、签订聘用
合同等工作。

全军首次面向社会
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7月12日起可网上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