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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湖北省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发
生劫持人质事件。警方迅速赶到现场，成功解救
出人质，并将暴徒击毙。

综合新华社

公告
关于佳源巴黎都市已购未签客户违约公告

尊敬的佳源巴黎都市业主：
您好！根据双方签订的佳源巴黎

都市认购协议书，客户应在成功

认购房源后7个工作日内缴纳首

付款及办理签约手续，否则构成

违约！请成功认购巴黎都市小区

但尚未办理签约手续的客户于

2014年6月21日前前往售楼处

及时办理签约事宜，否则将没收

定金，房源另行出售！特此公告！

浙江佳源安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1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于2014年7月1

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举行拍卖
会，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1、六安市光明路光明新村8号楼2层

西单元西室房产，建筑面积76.74㎡，参考
价34万元。

2、合肥市高新区科学大道8号兴园
南区30-507室，建筑面积76.68㎡，参考
价40万元。

二、看样及登记时间：自公告日起至
拍卖日前一日17时止

三 ：咨 询 电 话 ：13956911987
0551-65633126

四、公司地址：合肥市濉溪路287号
金鼎国际广场B座2306

五、竞买须知：凡有意参加竞买者，须
持有效身份证明来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并分别缴纳5万元的竞买保证金。如竞
买不成，保证金三日内无息全额退还。

安徽金联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6月11日

中国拍卖行业AA级企业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受合肥铁路运输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6 月 27

日 9:00 在安徽省人民法院涉诉资产交易中心网以“网络
电子竞价”的方式公开拍卖以下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合肥市铜陵路169号万和新城广场99套商业
服务用房，总建筑面积约：3316.63㎡；参考价：3956.74万元 。

二、标的展示时间、地点：2014 年 6 月 11 日 8:00 起至
2014 年 6 月 25 日 17:00 止，标的物所在地 。

三、注意事项：有意竞买者须于2014年 6月25日17:00前，携
带相关证件通过本单位（本人）账户以电汇、转账的形式向合肥市产
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收款单位：安徽省环境能源交易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光大银行阜南路支行；账号：76700188000048049）
汇入标的200万元竞买保证金，并至合肥市阜阳路17号合肥招
标投标中心一楼服务大厅④号财务窗口开具往来结算收据。

公告期限届满，按规定程序和要求确定买受人后，买受人缴
纳的竞买保证金转为拍卖价款，其他竞买人缴纳的保证金在拍
卖结束次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息）。【具体要求见合肥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www.hfggzy.com“合肥市铜陵路169
号万和新城广场99套商业服务用房司法拍卖公告”】。

咨 询 电 话：0551-63352888 13956092611 戴经理
法院监督电话：0551-62121883

安徽九华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1 日

公 告
合 肥 三 盛 颐 景 园 11 栋

1503王占玲女士：
您购买的三盛颐景园项目

二期 1356（-）车位，未提交身
份证复印件及房屋产权证复印
件，导致车位产证无法办理。
同时由于您在与我司签署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所提供的
号码是空号，导致我司至今无
法联系上您。请您在见此公告
30日内提交相关办证资料，逾
期将自行办理。特此公告。
安徽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六月十一日

江西省委秘书长赵智勇
因涉嫌违纪被免去职务

综合新华社报道 江西省委近日

决定，免去赵智勇的省委秘书长、省直

机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

今年6月3日，中央组织部发布消

息，赵智勇因涉嫌违纪，中央已免去其

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委员职务。

赵智勇，1955年4月生，河北易县

人，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

济师。曾任工行江西分行行长，省长

助理，江西省政府副省长，九江市委书

记，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2008年6

月起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

直机关工委第一书记。

浙江一药厂发生爆炸
一人受轻伤无人死亡

综合中新社报道 昨晚，浙江义

乌一医药公司发生爆炸。爆炸造成1

人轻伤，无人员死亡。

昨晚19时49分，义乌佛堂镇华义

制药公司内一个生产克拉霉素车间回

收罐爆炸。爆炸原因初步判定为回收

溶剂的真空泵因机械故障过热造成

的，车间内4名工人在发生爆炸前已

撤离。截至目前，爆炸造成1人轻伤，

没有人员死亡。受伤人员已送到市中

心医院治疗。

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透露，现场

发现起火部位为室外露天罐体共两排

22 个，单个罐体容量约为 4-5 立方

米，内部物质为甲醇、乙醇等有机溶

剂，过火面积大约为400平方米。截

至记者发稿前，火灾仍在扑救中。

湄公河特大跨国贩毒案
5名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

据新华社电 10日上午，中国、老

挝两国警方在老挝万象瓦岱机场举行

“3·19”湄公河特大跨国贩毒案犯罪嫌

疑人移交签字仪式，5名嫌疑人被全部

移交中国警方。

2013年3月19日，中老两国在湄

公河水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贩毒

案件，缴获冰毒片剂579.7千克，抓获

5名嫌疑人。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3·19”案缴毒超半吨，5名嫌犯落网

并移交中方，突出彰显了中国政府维

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严厉打击毒

品犯罪活动的坚定态度与决心。

晋济高速隧道燃爆事故
33人已被司法机关控制

据新华社电 记者10日从安监总

局获悉，致40人死亡的晋济高速公路

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报告，

已经国务院批复并向社会公布。调查

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依据有关规定，对山西省晋城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杜涛一，河南

省孟州市肇事车辆实际车主汤保才等

33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山西省

晋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润民，河南省

孟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文年等 33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责成山西省

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现场
镇副书记主动替换被劫人质

据潜江警方介绍，10 日上午 10 时

多，潜江市浩口镇第三小学校二楼发生

劫持人质事件。男性犯罪嫌疑人张某携

带疑似爆炸物，闯入校园后直接进入二

楼正在上课的六(4)班教室，劫持50名学

生和1名女教师。张某一手拿着爆炸物，

一手拿着打火机，准备时刻引爆。

该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老师得知该男

子动机后，一方面安抚学生，一方面劝说

歹徒停止作案。女教师秦开美冷静地提

出，让学生们先走，自己留下做人质。

张某答应后，学生们得以迅速离开

教室，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接到报警后，浩口镇派出所民警及

镇党委负责人迅速赶到现场，与歹徒展

开谈判。

在现场的浩口镇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王林华向歹徒提出，让自己来替被

劫持的女教师做人质。歹徒又答应了这

一要求，人质转为王林华。

处置
歹徒要点火烧人质时被击毙

警察与张某谈判了近一个小时。11

时许，张某情绪激动，不断将人质逼到墙

角，并向人质泼洒汽油，在张某要用打火

机点火的紧急情况下，特警狙击手连开4

枪将其当场击毙，并安全救出了人质。

在该小学代课10多年的秦开美老

师，她当时请求歹徒放走全班学生，自己

一个人来当人质。她说，“当时来不及害

怕，我最担心的是歹徒伤害学生，只想着

要稳住歹徒”。

当地一位陈姓教师称，“歹徒是本地

人，年纪有点大。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去找过政府，可能事情没解决所以跑到

学校想报复社会吧”。

浩口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一名工作人

员也证实，“歹徒是我们浩口镇人”。

起因
因征地补偿与村支书有矛盾

经警方调查，被击毙的张某系浩口

镇许桥村四组人，今年57岁，为退伍军

人，他会自制枪支、火药，曾因盗窃和私

造枪支两次入狱，去年刚刚刑满释放。

因村里征地的补偿款问题和宅基地划拨

问题与本村党支部书记许某发生过严重

的矛盾冲突，而许某的孙子就在事发学

校的六（4）班就读。张某可能想到许某

孙子的班级进行报复。

记者昨日赶到现场时，警方正将歹徒

尸体运出校园。据了解，警方在现场取获

自制爆炸装置一套，自制手枪和管制刀具

各一把，6瓶汽油(矿泉水瓶装)。警方随后

在现场逐一排查隐患，并做好学校复课准

备。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综合中新社报道 6月5日22时37

分，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一架飞机，在

进行夜间高难度战术课目训练时失

事。后经证实，这架飞机坠毁于浙江义

乌南部山区，没有造成其他附带伤害。

海军和东海舰队迅速组织力量正在全

力搜救。

记者昨天了解到，失事飞机驾驶员

是江苏泗阳县众兴镇人，名叫华鹏，今年

25岁。记者从泗阳县民政局办公室得

知，华鹏是这架飞机的正驾驶，此事发生

后，泗阳县相关部门以及华鹏的亲属很

快接到部队的通知。目前，其亲属已赶

赴华鹏生前所在部队，积极配合部队处

理相关事宜。

据华鹏亲属介绍，华鹏生于1989年，

2007年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春航空航天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海军航空兵浙江义乌

某部担任飞行员，目前是海军上尉军

衔。“这孩子很苦啊，在他12岁那年，母亲

因病去世，是爸爸和姐姐把他抚养大，供

他读书。”这位亲属哽咽着说，华鹏的爸

爸今年58岁，家中还有80多岁的爷爷奶

奶，一个姐姐尚未出嫁。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经上级批准，

华鹏原打算今年国庆节期间请婚假回家

和女友拍婚纱照，11月份正式完婚。没

想到他的亲人们没能等到期盼已久的那

一天。据其亲属介绍，到目前为止，他们

尚未了解到华鹏驾驶飞机夜间训练失事

的更多细节，但知道这架飞机训练时共

有两名飞行员，华鹏是正驾驶，另一位副

驾驶是山东人。

海军失事战机正驾驶已确认牺牲
江苏泗阳县人，今年25岁，原定11月份结婚

暴徒劫持小学51名师生被4枪击毙
事发湖北潜江，镇党委副书记主动替换人质，遭泼汽油险被点着

犯罪嫌疑人

微中国

事发教室事发学校门前拉起警戒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