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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鄯善县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告破
暴徒先后袭击鄯善县鲁克沁镇派出所、
巡警中队、
镇政府、
建筑工地、
个体商店和美容美发厅

国家信访局网上投诉
7月1日起全面放开

据新华社电 新疆警方发布消息：新疆鄯善县严重
暴力恐怖袭击案于 6 月 30 日告破。新疆武警部队反恐维
稳誓师大会宣布武警部队将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体防
控，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提高见警率，保持威慑
力。对于暴力恐怖分子所犯下的罪行，新疆各族干部群
众感到非常愤慨。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指出，
近年来，
新疆经济发展的形
势是好的，
社会民生得到很大改善，
但是，
境内外民族分裂
势力仍然在加紧活动，
影响社会稳定的深层次问题，
尚未得
到根本解决；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依然存在极大隐患。

据新华社电 记者 6 月 30 日从国家信访局获悉，国家信
访局门户网站网上投诉将于 7 月 1 日起全面放开受理内容。
国家投诉受理办公室近日举行放开投诉受理内容动员
会，对 7 月 1 日起国家信访局门户网站网上投诉全面放开受理
内容进行动员部署。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
琴指出，要充分认识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的现实紧迫性，全面
放开投诉受理内容是大势所趋、形势所需。
舒晓琴强调，
要准确把握推进信访信息化建设的目标要求
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深入推进网上信访工作，
引导群众更多
地通过网络平台反映诉求，
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即可查看办理进
程和结果，
不断降低信访成本。要通过信息化手段进一步规范
信访工作流程，建立健全网上信访事项办理机制和网上回访、
网上督查制度，切实提高信访事项办理效率，不断降低行政成
本。要依托网络平台打造阳光信访，
逐步解决好网上信访过程
和结果可查询、可跟踪、可督办、可评价等问题，使信访工作的
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
以此提升信访部门的公信力。

17名暴徒全部查清归案
现已查明，今年 2 月以来，艾合买提尼牙孜·斯迪克纠
集多人进行宗教极端活动，
收听煽动暴力恐怖活动的音频
资料，
形成了 17 人的暴力恐怖活动团伙。6 月中旬以来，
该
团伙筹措资金，
购买刀具、
汽油等作案工具，
多次踩点。
6月25日，
公安机关根据线索抓获该团伙成员1人。艾
某因害怕罪行败露，
26 日晨，
伙同 15 名暴徒，
先后袭击鄯善
县鲁克沁镇派出所、
巡警中队、
镇政府、
建筑工地、
个体商店
和美容美发厅，
烧毁车辆，
持刀疯狂砍杀公安民警和无辜群
众，造成 24 人死亡，其中维吾尔族 16 人、汉族 8 人，2 名女
性。另有 21 人受伤。处置过程中，当场击毙暴徒 11 人，击
伤并抓获4人，
缴获刀具、
汽油桶等作案工具若干。
经群众举报，最后一名逃犯伊布拉音·艾力于 6 月 30
日被抓获。

武警将24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 6 月 29
日晚在乌鲁木齐出席新疆武警部队反恐维稳誓师大会并
讲话。孟建柱指出，近期，暴力恐怖犯罪分子接连制造暴
力恐怖袭击案件，冲击基层政权机关，杀害无辜群众，性
质恶劣、手段凶残，给各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新疆
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
广大武警官兵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立
即行动起来，继续发扬武警部队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
敢打必胜的战斗精神，坚决打掉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与公安机关密切配合、通力合作，进一步强化社会面整
体防控，实行 24 小时全天候执勤巡逻，提高见警率，保持
威慑力，
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他们也背叛了自己的民族
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代市长伊力哈木·沙比尔表示，
恐怖分子残杀执法人员、残害无辜群众，残杀对象不论男
女，
不论民族，
其险恶用心就是要破坏民族团结、危害社会
稳定，
达到其分裂国家的目的。这既不是民族问题，
也不是
宗教问题，
而是维护祖国统一与破坏祖国统一的斗争。
对于暴力恐怖分子所犯下的罪行，新疆各族群众感
到非常愤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 76 岁退
休老干部白西汗表示：
“ 他们的目的是要挑起民族仇恨，
破坏民族团结，破坏新疆社会稳定，进而分裂祖国。他们
既背叛了自己的祖国，也背叛了自己的民族，他们是中华
民族的共同敌人。”

6 月 30 日，甘肃省兰州市盘旋路附近，一辆甘肃牌照的丰田越野车与一辆出租车发生刮擦，路过的市民及出租车
围堵在事故现场。
图/CFP

兰州警方否认
“天水市委秘书长”
酒驾打人
据新华社电 6 月 30 日，有网帖称：30 日凌晨，一辆
车牌号为甘 E97666 的丰田越野车与一辆出租车在兰州
市盘旋路附近发生刮擦。越野车司乘人员自称是“天水
市委秘书长及政法人员”，并与出租车司机和乘客发生
肢体冲突，
导致出租车上乘客住院。
此消息引发网友强烈关注，要求严查。网友颍皖君
说：
“天水市委秘书长和随从酒后驾车、行凶……谁把这
些孩子惯成这样？”
“ 我相信有秘书的可能，他们骄纵惯
了。
”
网友苏衍坤说。
记者通过电话与被打者兰州市民秦先生取得了联系，
秦先生介绍了事发过程。30 日零时许，看完球赛的他与
一家人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家。出租车行至盘旋路十字路
口附近，与一辆车牌号为甘 E97666 的丰田越野车发生刮
擦，
随后从越野车上冲下来五六个酒气熏天的人，
要打出
租车司机。秦先生劝了两句，
没想到三四个人对他的腹部
一阵拳打脚踢，
其中一人声称：
“我是天水市委的秘书长，
打你怎么了？
！
”
其他人附和：
“我们是政法机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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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先生介绍，他被打后疼得爬不起来，后被 120 拉到
了甘肃省人民医院救治，目前胸部、两肋依然很疼，而打
人者始终没有露过面。
负责处理该起事故的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东岗
大队大队长董文华介绍，车牌号为甘 E97666 的丰田越野
车行驶至兰州市盘旋路十字路口时，与一辆出租车发生
刮擦，随后甘 E97666 丰田越野车上乘坐的人与出租车司
机及乘客发生口角，并产生肢体接触。出租车司机电话
通知其他出租车司机后，引发几十辆出租车围堵，现场
有几百人聚集。经检测，事故车辆不存在酒驾问题，及
时处理后，
事态得到控制。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民警介绍，
事发后，
甘 E97666
丰田越野车上人员自称是
“天水市委秘书长及政法人员”
，
但经调查，
该车辆为天水市一企业的车辆。天水市委也表
示，
经公安交警部门调查，
该车不是天水市委、
市政府的公
车，
车主姓陈，
居住在天水市麦积区桥南路。
目前此次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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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海口某酒吧纵火
伤四人后自杀身亡
据新华社电 海口市公安局发布消息称，6 月 30 日零时
许，在海口市龙华区华海路华银大厦一楼名舰会所慢摇吧有
人纵火，
造成 4 人受伤，纵火嫌疑人自杀身亡。
据公安部门调查，犯罪嫌疑人沈某某（男，1967 年出生，宁
夏吴忠人），因在名舰国际娱乐会所任保安经理时违反公司相
关规定，于今年 5 月份被公司辞退，心怀不满，遂于 6 月 30 日
零时许持菜刀、汽油进入名舰国际娱乐会所一楼慢摇吧纵火，
案件中 4 人受伤，嫌疑人在会所洗手间自杀身亡。经初步勘
验，火灾过火面积约 200 平方米，除嫌疑人死亡外，共造成 4 人
受伤，伤者已被迅速送往医院救治，无生命危险。
目前，该案已由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立案侦查。

鄂尔多斯城区
暴雨冰雹致8死1失踪
据新华社电 据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政府的消息，6
月 30 日 15 时 10 分许，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突遭严重的强对流
天气，形成暴雨和冰雹自然灾害，截至记者 30 日 22 时发稿时，
已发现 8 人死亡，
1 人失踪。
这次强对流天气造成东胜区城区低洼处积水严重，部分
居民平房浸水，道路交通堵塞。
灾害发生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两级政府迅速启动自然
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预案，组织各部门及社会力量立即投入抗
洪抢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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