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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5
日宣布，“海洋石油981” 钻井
平台日前在南海北部深水区
测试获得高产油气流。 据测
算，这是中国海域自营深水勘
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此次发现的陵水17－2
气田距海南岛150公里，其构

造位于南海琼东南盆地深水
区的陵水凹陷， 平均作业水
深1500米，为超深水气田。

据悉， 陵水17－2测试日
产天然气5650万立方英尺，相
当于9400桶油当量。测试获得
高产油气流，创造了中海油自
营气井测试日产量最高纪录。

这也是“海洋石油981”
深水钻井平台投用以来，首
次在深水领域获得的重要发
现。“海洋石油981”是中国自
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深水
钻井平台， 其中许多设计都
是按南海海况“量身定做”，
于2012年5月9日在南海海域

正式开钻。
中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

丰富，70%蕴藏于深海，但深海
勘探难度极大。此次陵水17-2
气田的发现， 不仅证明了我国
南海深海丰富的油气资源，也
意味着我国已具备深水油气开
发的能力。 ■据新华社

南海发现高产气田
这是中国海域自营深水勘探的第一个重大油气发现

我国发现一批世界级大
矿床，包括新增金矿2395吨。

2395

广州积分入户网上申请结束，
申请者一成来自湖南。

10%

我国最大海警船下水，
排水量5000吨，将部署东海。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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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支持中企
投资马尔代夫旅游业

中国铝业总经理
孙兆学被查

曾在山西工作多年

李克强出席首届中国质量大会
质量是打造

中国经济升级版关键

读题区

官员

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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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份组织部长补齐
9成系异地空降

14日起，网上爆料称洛
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已失联
月余，当地警方已成立专案
组进行排查。记者从多个渠
道获悉， 此事基本属实，当
地正进行调查。

副市长跑路，全城排查

14日， 百度贴吧伊川吧
有网友发帖称：“洛阳市副市
长郭宜品带着当地一房地产
公司老总等3人跑路。” 网帖
还称， 当地专案组正组织人
员满世界找人， 并曝光了一
份《“8·5”专案排查提纲》和
一些疑似警方排查照片。

提纲显示， 受排查的除
郭宜品外， 还有张振强和俞

国强。资料显示，俞国强为当
地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

洛阳市委宣传部一名负
责人告诉记者， 郭宜品失联
一事属实，具体情况公安部
门正在调查，尚未有正式信
息对外发布。一名政府人士
告诉记者，郭宜品本来挂帅
治理洛阳市的三轮车非法
营运现象，并要求每天开会。
但从7月底开始，包括当地主
要领导在内， 都已经联系不
上他，会议也就停止了。

官网已撤下其简历

公开资料显示， 生于
1962年的郭宜品先后在洛
阳市洛宁县、 栾川县和伊川

县任职，2009年至2014年担
任伊川县委书记，今年2月升
任洛阳市副市长。目前，在洛
阳市人民政府官网， 已找不
到郭宜品的名字及简历。

据悉，郭宜品担任伊川
县委书记期间即遭举报。举
报称，在洛栾快速通道的伊
川县境内，郭宜品授意一亲
戚参与招标路灯项目，最后
高价中标，而灯具被指是库
存旧货。 对于这些举报，官
方尚未有公开消息证实。

另据新京报报道，郭宜
品任职伊川期间，多有网帖
对其实名举报，且多集中于
举报成立“训诫教育中心”，
用来关押上访人员。
■综合新华社、中国青年报

最近，菲律宾频繁发生
抢劫、 绑架中国人的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 最近7天内
已发生4起。 在菲华人15日
对记者说， 抢劫绑架发生
后，大多数华人都选择破财
免灾，然后不了了之。

记者梳理发现，在菲律
宾， 绑架案大致可分为三
种：第一是绑架商人以勒索
赎金，第二是阿布沙耶夫恐
怖组织制造，第三是其他反
政府武装或小的犯罪集团
所为。

11日，在菲律宾南部三
宝颜-锡布格省的卡巴萨兰
镇，一名管理家族商店的18

岁中国籍青年被四名持枪
男子绑架。虽然至今无组织
宣称对此负责，但菲当局怀
疑是阿布沙耶夫成员所为。
原来，菲政府对南部管控不
力， 多个极端势力盘踞该
地，其中苏禄省霍洛岛就是
阿布沙耶夫的大本营。

据新华社报道，13日早
晨，布拉干省眉考阿延市发
生中国公民遭枪击事件，一
名中国公民受伤， 生命垂
危。

而这并非近期华人华侨
遭受的唯一一次枪击案，据
菲律宾《商报》消息，10日，在
莱特省首府独鲁万市， 一名

姓吴的华裔男子遭挟持，嫌
犯是他的手下伊丹诺。

接受记者采访的范先
生称，这些散兵游勇搞的抢
劫绑架案件中，很多出租车
司机参与其中。“我认识的
在这边上学的女孩子基本
上都被出租车司机打劫过，
男孩子倒是比较少。”他说，
这些人通常两三个人组成
一个团伙，女孩子是受害的
重灾区。 ■据法制晚报

9月8日，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网的
EMBA学员名单中还有3名现任省部级官
员的名字，9月9日， 这3人的名字已被删
去。一个多月前，中组部发文严禁领导干
部参加高收费的培训项目 ，EMBA、后
EMBA、总裁班等被明确列为高收费社会
化培训项目，“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
这引发领导干部退学EMBA风潮。

与收入相比， 这些培训收费高昂，参
与官员需要支付其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工
资。知情人士向记者介绍，官员就读EM-
BA很少自掏腰包， 有的源自单位的教育
经费，有的商学院为官员减免学费，甚至
有企业为官员买单。 专家表示， 官员学
EMBA“不对路”，很容易滋生腐败，中组
部发布的“禁读令”意味着反腐深入，已波
及类似EMBA这样的微小枝节。

■据北京晚报

大连市相关部门日前证实，此前被媒
体披露的两局长被盗案已进入法律程序，
二官员被盗现金及财物总值均超过100万
元。大连市纪委15日表示已对二人立案调
查。 被盗的分别是大连市财政局长李圣
君、大连市食药监局局长徐立新；徐立新
因妻子被绑架报案，李圣君未报案。

今年春节前，大连官场即流传两局长
家中遭入室行窃的故事。一名不愿透露名
字的当地官员告诉记者，官员李圣君家被
盗价值200余万的财物， 另一名官员徐立
新家被盗价值120多万的财物， 其中徐立
新的妻子还被绑架，小偷搜得钥匙后进屋
搜索钱物，得手后将其在大连市郊放回。

此外，记者获悉，该案将于9月19日上
午9：30在大连中院开庭审理。

■据新京报

从今年7月下旬开始，原
山西省洪洞县公安局局长的
李青明， 开始向有关部门实
名举报山西省临汾市检察院
副检察长李国希等人。 李青
明称， 李国希女儿曾持有多
个户口及身份证号码， 其中
一个户口已迁进北京。

李青明表示， 之所以实
名举报李国希， 是因为他认
为时任临汾市检察院反贪局
局长的李国希在主办自己当
年涉嫌贪污受贿一案时，存
在证据造假等问题。

■据法制晚报

洛阳副市长与地产商失联月余
任职不到半年 官网简历被撤下 警方逐户排查找人

反腐

中央禁令
催生EMBA干部退学潮

案件

大连两局长被盗百万
纪委已立案调查

发布

洪洞原公安局长
举报临汾副检长
称其女儿持多个户口默不作声，华人在菲屡遭侵害

最近7天内遇险4次 华人大多破财免灾

最高人民检察院15日在
其官方网站开设了网上发布
厅， 发布了三起刑事抗诉指
导性案例。据悉，网上发布厅
今后将适时发布有关内容。

为确保抗诉案件质量，最
高检这次选择了陈邓昌抢
劫、盗窃，付志强盗窃案，郭
明先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案，张
某、沈某某等七人抢劫案等三
个检察机关在第二审程序提
出抗诉、人民法院予以改判的
案件作为第五批指导性案例，
正式予以发布。 ■据新华社

举报

最高检开设
网上发布厅
首发刑事抗诉
指导性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