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尼泊尔警方 12 日向

新华社记者证实， 已确认至少有 49

人在当天早些时候发生在加德满都

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客机起火事故

中遇难。

当地时间 12 日下午，一架载有

71 人的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降落时急转弯冲出跑道并引发大

火。 尼泊尔高级警监乔希在事发机

场告诉新华社记者，已有 49 人确认

死亡。

据加德满都特里布万国际机场

方面消息，事发客机搭载人员包括 67

名乘客和 4名机组人员，由孟加拉国

首都达卡始飞至加德满都。 有 17 名

伤员在机场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救治。

另据媒体报道， 失事客机为冲

８－Ｑ４００ 型客机， 是加拿大庞

巴迪公司制造的高速涡轮螺旋桨飞

机， 出事航班由总部设在孟加拉国

首都达卡的美国－孟加拉航空公司

运营。

截至目前，尼官方尚未公布最终

伤亡人数及其身份。

据了解,本次事件是该机场近几

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客机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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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坟公告

�������因上枧安置房项目（北侧道路补征）建

设需要，位于观山湖区金华镇上枧村（小地

名：大竹山）范围内的坟墓需要迁移。 请上

述范围内坟墓的坟主于 2018 年 3 月 28 日

前尽快到我单位办理有关迁坟手续，并将坟

墓迁移， 逾期施工单位将按无主坟处理，我

中心不再另行补偿。

联系人：王志贵

联系电话：18275336734

����联系地址：观山湖区金华镇上枧村村委会

贵阳市观山湖区征收安置中心

二Ｏ一八年三月十三日

欢迎加入 2018 年

春季大型用工招聘会

������由贵州省总工会、 贵阳市总工会、

观山湖区总工会主办的 “春季大型用

工招聘会” 拟于 2018 年 3 月 21 日 9:

00-17:00 在西南国际商贸城五号馆负

2层和 4 层举行。 现面向全省有用工需

求的企业开通免费登记入展的通道.���

�������QQ 群:286494605，

电话:0851-85844305

贵州省总工会、贵阳市总工会、观山湖区总工会

2018年 3 月 13 日

孟加拉国客机坠毁尼泊尔

机载 71 人,49人遇难；截至目前，尼官方尚未公布最终伤亡人数及其身份

据新华社电 日本财务省 12日

在向国会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承认，

森友学园 “地价门” 去年遭曝光

后，财务省对 14份相关文件进行了

篡改，其中包括删除日首相安倍晋

三夫人安倍昭惠及多位政治家的

名字。

根据这份长达 80页的报告，去

年 2月至 4月， 财务省在提交国会

的文件中，对 2015 年 ２ 月至 2016

年 6 月间的 5 份审批文件进行篡

改，后为保持文件内容一致，又对

2014年 6月至 2016年 ６ 月间的 9

份文件进行了篡改。

篡改内容主要包括：森友学园

方面表示安倍昭惠对其说过“这块

土地不错请继续推进” 的话语表

述，以及她在 2014年 4月视察学园

时的演讲内容被完全删除；“此案

特殊性” 、“特例内容” 等词语，以

及交易审批文件中“根据森友学园

方面的提案进行鉴定评估并给出

价格”的字样被删除。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当天

召开记者会，承认财务省下属机构

篡改“地价门” 文件并表示道歉。

他说，相关机构受财务省理财局的

指示对文件内容进行篡改，主要目

的是为了和时任理财局局长佐川

宣寿在国会上的答辩保持一致。

森友学园“地价门” 事件近日

愈演愈烈。 本月 2 日，据《朝日新

闻》报道，日本财务省近畿财务局

在“地价门” 丑闻中出具的土地买

卖相关审批文件或被篡改。 迫于压

力，财务省 8 日向国会提交相关文

件复印件，但未就篡改文件一事给

出明确结论。 9日，担任国税厅长官

的佐川宣寿引咎辞职。另据日媒９

日报道，近畿财务局负责与森友学

园谈判部门的一名职员于几天前

自杀。

去年 2 月，森友学园被媒体曝

出以几乎白拿的方式获得一块估

价近 10 亿日元（约合 6000 万元人

民币） 的国有土地用于建造小学，

安倍昭惠曾任该小学名誉校长。 各

界纷纷质疑其中存在行政干预。 在

野党要求传唤安倍昭惠和佐川到

国会作证。 同年 9 月，东京地检特

搜部发表声明， 称已对财务省、国

土交通省相关人员在“地价门” 中

涉嫌渎职、 毁弃公文等罪名立案，

并移交大阪地检特搜部进行后续

调查。 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日本财务省承认:

“地价门” 相关文件内容被篡改

据新华社电 韩国青瓦台官员

12 日说，“韩朝首脑会谈准备委员

会” 人选将在本周确定。 委员会由

青瓦台秘书室长任钟皙牵头，预计

本周末举行首次会议。

韩联社以这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为消息来源报道，就韩朝商

定设立首脑热线一事，双方还没有

磋商，韩方没有启动具体工作。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郑义

溶本月访朝回国后，6 日举行新闻

发布会，宣布韩朝商定 4 月底在板

门店举行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 他

当时说， 韩朝商定设立首脑热线，

以方便密切磋商、降低军事紧张气

氛，同时商定在第三次南北首脑会

晤前首次通话。

依照韩联社的说法，韩朝开通

首脑热线，将便于文在寅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各自办公室直

接通电话。

韩朝推进首脑会谈准备同时，

韩美双方也在商讨联合军事演习事

宜。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 12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定于下周

公布“关键决断”和“秃鹫”联合军

演方案。 就美军参演规模，崔贤洙

说双方正在协商，协调一致后将公

之于众。

韩美每年年初举行 “关键决

断” 和“秃鹫” 联合军演,八九月份

举行“乙支自由卫士” 演习。

韩方加紧准备

南北首脑会晤

朝鲜半岛局势: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2 日从深

圳市公安局获悉， 当地警方近期破

获一起有组织的网络聚众赌博案，

抓获何某等 4名犯罪嫌疑人。其中，

3 名男性嫌疑人以假扮 “美女” 的

方式拉人进微信群赌博， 涉案赌资

高达七八百万元。

今年 2月， 深圳宝安区警方发

现，网上有不少“美女” 添加附近

人， 以交友名义拉人进群玩 “游

戏” 。 而所谓的“游戏” ，竟是有策

划有预谋的网络赌局。

掌握相关线索后， 宝安区网警

联合共乐派出所立即开展行动，最

终将涉案的何某等 ４ 名犯罪嫌疑

人捉拿归案， 同时查获网络赌博公

司详细培训资料。

警方经核实发现，4 名嫌疑人

分工明确、相互协作，共同策划了这

场网络赌局。 所谓拉人进群的“美

女” ，真实身份是 ３ 名男性。 他们

伪装身份，根据提前设定好的剧本，

谎称有好玩的游戏或挣钱的门路，

诱使男性青年入群参与赌博。

据犯罪嫌疑人何某交代， 其他

3人负责拉人进群，他负责收款。 从

2017 年 7 月至今年 2 月，经他们手

的赌资有七八百万元。目前，嫌疑人

的微信赌博群已被警方依法查封。

假扮“美女”

拉人进群赌博

４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涉案

赌资七八百万元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广西文物

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获悉， 考古人员

在对隆安娅怀洞遗址发掘时， 发现

了距今约 1.6 万年前的墓葬及包括

完整头骨在内的人类化石。

据了解,娅怀洞遗址于 2014年

发现， 发掘从 2015 年 6 月开始，分

为 Ａ、Ｂ、Ｃ、Ｄ 四个区， 发掘深度

近８米。

专家称， 目前这里已经发现了

我国罕见的旧石器时代墓葬， 出土

了一个距今约 1.6 万年前的完整人

类头骨化石。 这个人类头骨化石是

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具有

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头

骨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其中还在遗址中出土石制品

等文化遗物 1万多件， 包括打制石

器和磨制石器， 其中打制石制品占

绝大多数。石制品种类包括石锤、石

片、断块、工具等。

■新闻速递

广西发现 1.6万年前

人类头骨化石

坠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