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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江苏省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18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山西省
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受贿一案。常州市人
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令政策
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

常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令政策
利用担任山西省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常
务副主任，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洪洞
华清煤焦化学有限公司、杜善学等单位和个
人在项目审批、获取用地、企业经营、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其子令狐
帅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人员给予的财物，共
计折合人民币1607.2374万元。提请以受贿
罪追究令政策的刑事责任。

全国、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
记者及各界群众60余人旁听了庭审。

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

令政策受贿案在常州开庭
A

反腐快讯

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记者从内蒙古
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10月
18日，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呼
和浩特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冯志明
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贪污案，对被告人冯志明以受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 万元；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
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并处罚金
人民币 10 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1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万元。

“呼格案”当事人之一

冯志明一审被判18年

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最高检 18 日消
息，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最高人民法院原
副院长奚晓明涉嫌受贿案、吉林省原副省长
谷春立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奚晓明利用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副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利用职权形成的便利条
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
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谷春立利用
担任中共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区委书记、区
长、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
者利用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
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不正当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依法应当以
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吉林省原副省长

奚晓明、谷春立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商务部合作司
负责人 18 日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放
大，今年前 9 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
资1342.2亿美元，同比增长53.7％。

该负责人说，我国对外投资并购活跃，
涉及领域不断拓宽。今年 1~9 月，中国企业
共实施海外并购项目 521 个，实际交易金额
674.4亿美元，涉及 6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8 个
行业大类，已经超过 2015 年全年的并购金
额。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前9个月同比增53.7％B
财经动态

C
国际时讯

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中国人民银行
1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人民币
贷款增加 10.16 万亿元，同比多增 2558 亿
元。

央行统计显示，9 月末，全国人民币贷款
余额为 104.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增速
与上月持平。9 月当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1.22
万亿元，同比多增1643亿元。

今年前三季度

全国新增贷款逾10万亿元

在日本明仁天皇发表视频讲话流露退
位意向两个多月后，首相安倍晋三的私人咨
询机构“关于减轻天皇公务负担等有识之士
会议”在首相官邸首次开会。

日本媒体报道，会议讨论重心将围绕制
定天皇退位的特别法，而这部特别法仅适用
于现在的明仁天皇。讨论结果最快会在明年
年初公布，届时国会将着手进入立法程序。

明仁天皇 8 月 8 日发表视频讲话，虽未
直接提及“退位”两字，但流露出强烈的退位
意向。他12月将迎来83岁生日。日媒援引
政府内部人士的消息报道，考虑到他的身体
状况，退位时期应该不会迟于2018年。

据新华社电

日本

或就天皇退位立特别法

据新华社 10 月 18 日电 日本跨党派国
会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约 80
名国会议员 18 日上午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据共同社报道，这些国会议员来自自民
党、民进党等朝野政党，包括自民党选举对策
委员长古屋圭司、前厚生劳动大臣田村宪久、
前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前国土交通大臣羽田
雄一郎等。

靖国神社 10 月 17~20 日举行秋季例行
大祭。“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每
年春季、秋季例行大祭期间以及 8 月 15 日都
会参拜神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7 日向靖国神社供
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日本

约80名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印度东部奥迪沙邦首府布巴内什瓦尔一
家有大约 1000 张病床的 SUM 医院 17 日 19
时 30 分（北京时间 22 时）左右发生火灾，起
因可能是电线短路。火灾发生在医院大楼第
四层的透析病房，很快蔓延至重症监护病房。

40 多名危重病人被困在重症监护病房，
许多重症患者原本就在使用呼吸机，无法逃
脱。

据初步报告，火势凶猛，产生有毒气体，
大多数遇难者死于吸入有毒烟尘。当地电视
台画面显示，消防员戴着面罩，进入大楼。大
约 120 名消防员花了大约 5 个小时才控制住
火势。

印度卫生和家庭福利部长贾加特·普拉
卡什·纳达说，目前至少有23人丧生。

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东部

医院失火，至少23人死亡

10月17日，在印度东部奥迪沙邦首府布
巴内什瓦尔，救援人员从失火的医院向外转
移病人。

历时多年，如何处置德国纳粹头目阿道
夫·希特勒的奥地利故居终于有了定论。奥
地利内政部17日宣布，希特勒出生的楼房将
被拆除，以避免它成为新纳粹朝拜圣地。

这栋三层公寓楼面积大约 800 平方米，
坐落于萨尔茨堡州因河畔布劳瑙镇，邻近奥
德边界。尽管希特勒 1889 年 4 月 20 日出生
后只在这里住了几周，它却成为世界各地纳
粹支持者的“朝圣地”，一些新纳粹分子在楼
前行纳粹举手礼拍照。

这栋楼房目前的主人是当地居民格林
德·波默。1938 年，希特勒私人秘书马丁·博
尔曼以 4 倍的价钱从她家人手中买下楼房。
二战结束后，房子物归原主。

1972 年，奥地利政府租下这座小楼，作
为残疾人活动中心。2011 年，政府与房主发
生纠纷，波默不允许政府对急需修缮的楼房
进行翻新，这座楼一直空置至今。不过她每
月依然可以拿到4800欧元（约合3.56万元人
民币）租金。 新华社微特稿

避免新纳粹朝拜

希特勒故居将被拆除

日本东京一家婚恋公司推出“口罩相
亲”活动，参与男女必须戴上大号医用口罩，
以便了解彼此的“内在”，而非只看“颜值”。

路透社 17 日报道，这家婚恋机构名为
Def Annivesary 株式会社，社长松村佳依
认为，想促成一对男女步入婚姻，在初期为

杜绝“外貌党”

日本推出“口罩相亲”

他们提供了解双方“个性和价值观”的机会很
重要。“口罩”便成为必要手段。

现年 28 岁的龟志安增（音译）在参加 19
男对 18 女的周末“口罩”速配活动后感觉不
错：“不以长相作判断标准，让我在跟女性交
流时更放得开。”

28 岁的白领束原千晴（音）也表示非常
喜欢“口罩相亲”的模式，“它让我更多关注对
方内在，而非颜值”。 新华社微特稿

希特勒的奥地利故居（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