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公安部7日
通报，在公安部统一部署下，江苏警方近
日在徐州成功侦破一起自建网站冒充记
者敲诈勒索系列案件，打掉以仲伟、樊宇
肖、鞠俊等人为首的4个犯罪团伙，抓获
犯罪嫌疑人16名，查破涉及7个省27个市
县的网络敲诈勒索案件120余起，涉案金
额300余万元。 个别不法分子私自建立、
用来实施敲诈勒索的“今日焦点网”等11
个网站被依法查处。

据介绍，2011年5月以来， 江苏省徐
州市经济开发区多家单位接到“今日焦
点网”“社会焦点网” 等网站发来的传真
信件或自称网站记者编辑打来的电话，
称采写了该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负

面新闻，要求出钱摆平，否则将在网站进
行刊登炒作。 一些被敲诈单位从维护形
象、消除影响角度出发，多以花钱消灾的
方式解决事情。 经缜密侦查， 一个以仲
伟、窦玉刚为首的自建网站假冒记者、疯
狂实施敲诈勒索活动的犯罪团伙浮出水
面。

警方查明，2010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仲伟相继注册“今日焦点网”“社会焦点
网”“社会网”“时代焦点网”“今日视点网”
“现代焦点网”6家网站，自任网站负责人。
此后，仲伟伙同他人，通过这些所谓新闻
维权网站，假冒记者身份，以在网上发布
或扬言发布负面新闻为由，对政府、企业
和个人实施敲诈勒索，在江苏、安徽、山

东、河北、贵州、山西等地作案60余起，涉
案金额20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窦玉刚， 在徐州经济开
发区政宣办工作。2011年以来，窦利用在
政府宣传部门工作的职务之便， 多次向
仲伟爆料供其实施敲诈勒索， 并与仲伟
瓜分敲诈勒索所得。

侦办仲伟团伙案件时， 徐州警方顺
藤摸瓜，又分别破获以樊宇肖、鞠俊等人
为首的3个利用网络敲诈勒索犯罪团伙。

经初步审查，4个团伙均是利用自建
或租用的网站，假冒记者身份，先在网站
发帖或将拟发的帖文传真给被敲诈对
象，以要求核稿为名施加压力，实施敲诈
勒索犯罪。

11个敲诈勒索网站被查

新华社巴黎9月7日电
美国国务卿克里7日在巴黎
说，10多个国家准备参与针
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

克里在与法国外长法比
尤斯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
目前美国准备的对叙军事行
动实际上不需要这么多国家
参加。克里还对欧盟国家在维
尔纽斯外长会上发表对叙利
亚措施强硬的声明表示欢迎。

法比尤斯表示，法国和美
国倾向于一个短暂的、目标确
定的军事行动。他否认法国和
美国因为计划对叙利亚动武
而在国际上陷入孤立。

此外，法国总统奥朗德7
日认为， 美国国会将于本月
12日或13日就对叙动武进行
投票。奥朗德说，美国国会举
行投票及联合国叙利亚化学
武器问题真相调查小组公布
调查报告后， 他将向法国人
发表讲话。

法国媒体报道说， 到目
前为止， 法国是美国军事干
预叙利亚的最忠实盟友。报
道说， 目前大多数美国人和
法国人不支持对叙动武。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7日
电 上百名示威者7日在华盛
顿的白宫和国会门口举行游

行示威活动， 抗议美国总统
奥巴马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
划， 要求国会否决他的动武
申请。

示威者当天中午汇集在
白宫门前，手举反战标语、高
呼反战口号。 一些示威者更
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踢起了
足球，高喊“要足球，不要战
争”。随后，他们离开白宫，前
往国会山继续示威。

示威者拉齐卡·米勒说，
她并不支持外交孤立主义，
但军事打击叙利亚一定会造
成平民伤亡， 这是她反对军
事干涉的最重要理由，其次，
美国常年在外国发动战争，
除了给外国民众带去灾难
外，还浪费了大量资源，让国
内经济得不到应有的投资，
影响了国内普通民众生活。

美国政府8月30日公布
情报评估报告， 称叙利亚政
府军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使用
化学武器，包括8月21日在首
都大马士革郊区使用沙林毒
气，造成众多人员死亡，奥巴
马政府以此为由申请国会批
准对叙动武。 这一指控为叙
利亚方面否认。 美国会参议
院定于下周开始就奥巴马的
申请举行全院辩论与投票。

美称10多个国家
准备参与对叙行动
美白宫前发生示威游行
呼吁国会否决对叙动武

新华社喀布尔9月8日电 阿富汗东部省份库纳尔省警
方8日向新华社记者透露， 北约驻阿国际安全援助部队7
日晚在该省发动针对塔利班的无人机袭击， 造成16人死
亡， 其中10人为当地平民。

库纳尔省警长哈比布拉·基利告诉记者， 北约无人机
袭击造成10名当地平民死亡， 包括4名妇女。 袭击仅造成
6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

但国际安全援助部队8日发表声明否认了这一说法。
声明称， 7日晚间的无人机袭击为“精确打击”， 造成10
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 并无平民伤亡报告。

北约空袭
致阿富汗16人死亡

◎责任编辑 李特南 肖丽娟◎

２０13年9月9日 星期一 时事 11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9月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7日在阿斯塔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
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企业家委员会成
立大会。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祝贺中哈企业家委员会成立。
习近平指出， 中哈企业家委员会是中国同
中亚国家成立的首个双边工商界合作机制，
体现了两国务实合作的高水平， 表明两国
工商界深化合作的强烈愿望。 希望委员会
根据中哈合作新情况新特点， 创新合作理
念和模式， 带动更多中哈企业参与双边合
作， 实施好商定的大项目， 同时开拓思路，
在互联互通、 农业、 高技术、 清洁能源和
新能源、 毗邻地区合作等领域争取上马一

批新项目， 推动中哈合作向更大规模、 更
高层次迈进。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 哈中是好伙伴，两
国经贸合作成果显著。 习近平主席这次访
问，促成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协议，有力推
动了两国合作。 哈方愿同中方扩大能源、互
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复兴丝绸之路。希望哈
中企业家委员会积极促进两国企业交往，开
辟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新局面。

当天，习近平同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
了中哈天然气管道二期第一阶段开通仪式。
两国元首通过大屏幕向施工现场下达进气
指令。施工现场火炬升起火焰，管道正式开
通。

中哈天然气管道是中国-中亚天然气管
道哈萨克斯坦境内段部分，一期已于2009年
竣工通气， 二期为哈萨克斯坦南部管线，分
三阶段实施。

据新华社塔什干9月8日电 国家主席习
近平8日抵达塔什干， 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
进行国事访问。

当地时间18时5分许， 习近平乘坐的专
机抵达塔什干机场。 习近平受到乌兹别克
斯坦总统卡里莫夫、 外长卡米洛夫、 塔什
干市市长乌斯曼诺夫热情迎接。

习近平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致
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表示， 中
乌传统友谊源远流长。 古老的丝绸之路早

在两千多年前就将两国人民紧紧联结在一
起。 建交21年来， 中乌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事实证明， 中乌世代友好、 互利合作是完
全正确的战略选择。 我期待着同卡里莫夫
总统等就发展和深化两国关系以及其他共
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并签署重要政治文件。 我相信， 这次访问
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为中乌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哈萨克斯坦的国事
访问后， 从阿拉木图乘专机抵达塔什干的。

习近平还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8日
致电托尼·阿博特， 祝贺其当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总理。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 中澳同为亚太地区重
要国家， 拥有广泛共同利益。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
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 在相互尊重、 平
等互利基础上， 推动中澳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
新进展。

习近平和纳扎尔巴耶夫共同出席中哈企业家委员会成立大会

推动中哈合作向更高层次迈进

新华社台北9月8日电 台北市动物园为大陆赠
台大熊猫“团团” “圆圆” 的头胎宝宝举办的征名
活动8日截止， 总计有超过11000人次投稿， 其中
以带“圆” 字的名字为最多。

今年7月6日， “圆圆” 在台北诞生首胎雌性
幼崽， 园方为其起了乳名“圆仔”。 目前， “圆仔”
的体重已达4050克， 健康状况良好。

“圆仔” 降生后， 台北市动物园举办了“送你
好名———为大熊猫宝宝征名活动”， 邀请民众通过
网络或在大熊猫馆现场为“圆仔” 取正式的大名。
据园方介绍， 民众投稿中以带“圆” 字的名字为
最多， 例如“圆仔” “团圆” “圆宝” 等。

台北动物园将于9月14日前在投稿中选出最具
代表性的6组名字， 再进行第二阶段网络票选。

李克强电贺
阿博特当选澳总理

大陆赠台大熊猫
首胎“宝宝”征名活动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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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关总署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3年8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7.2%， 增速比上月回升2.1个百分点。
据海关总署统计，8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为3527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同比增长7.1%。其中出口1906.1亿美元，增长

7.2%；进口1620.9亿美元，增长7%。图为9月8日，大批货物集结在江苏连云港港集装箱码头等待装船出口。 新华社发

8月份中国出口增速回升至7.2%�

抵达塔什干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放权”与“简政”都是当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重
要环节，权限的下放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
展，而且优化了市场环境，对于政府其他领域改革都有强大
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权力的“错放”“空放”“乱
放”现象却不同程度地存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放权不匹配”。下放权力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不符，放权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在浙江省东部一个县级
市，2012年浙江省级部门下放的406项行政审批和管理事
项，与当地有关的事项仅158项、占总事项的38.4%，其中
涉及投资项目审批的仅三分之一， 同基层要求出现一定
的错位。

二是“放权有水分”。不少地方干部反映，无论是从国
家一些部委层面还是部分省级层面， 动辄上百项的权限
下放中间，存在一定水分。一位干部说，一些下放权力，行
业分得很细， 有的甚至细到多少投资标准的项目审批权
才能下放，造成有拆分权力“凑下放数量”之嫌。

三是“放权不完整”。义乌市就遇到后置审批事项权
限下放后， 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没跟进下放的情
况，导致办事群众省里、义乌两头跑现象。

出现这些怪相的表面原因是权力下放工作随意性
大、标准缺失，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影响。

权力下放必须实放、真放、完整地放，改革触碰的就
是固有利益集团，不是改进，也不是改良，经历多轮行政
审批制度的改革，绝不能走回头路，也绝不能讨价还价、
打折扣。 （据新华社杭州9月8日电）

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8日电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
达里8日完成五年总统任期，正式卸任。

今年7月30日当选新一届总统的马姆努恩·侯
赛因将于9日正式上任。

扎尔达里8日出席了总统卸任仪式， 随后又赴
东部城市拉合尔， 参加他领导的人民党的聚会。
2008年当选总统的扎尔达里是巴基斯坦历史上首
位完成任期的民选总统。

扎尔达里7日在晚宴上说：“我很高兴能够完成
五年任期，带着尊严和荣誉离开总统办公室。”

扎尔达里曾表示，他无意寻求竞选总理，在总
统任期届满之后，作为人民党联合主席，他会专注
领导人民党。

7月30日， 经巴国家议会和各省议会议员投票选
举，来自执政党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的侯赛因当选
新一届总统，他是现任总理谢里夫的亲密盟友。

莫让权力“空放”

巴基斯坦总统
扎尔达里卸任
新一届总统侯赛因正式上任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年 9月 8日

第 2013244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628 1000 628000

组选三 601 320 192320
组选六 0 160 0

3 39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9月8日 第201310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8032859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7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502830
2 37530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10
61522

1235786
14146739

78
2251
41713
474419

3000
200
10
5

23 27 31 321101 09

新华社记者 李亚彪 于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