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小到大我的脸都是肥嘟嘟的! 摆脱不了的婴
儿肥!怎么看都觉得胖" 减过肥的人都知道!全身上
下脸是最难减的了!用了很多瘦脸产品!都看不到效
果!真的是愁死我了"

朋友推荐我使用
!

快
!

减肥组合!还送苹果酸片!吃吃#零食$也
会瘦!刚用了一个周期!不但身上的肥肉减下来了!脸也瘦下来了!有
了清晰的轮廓% 现在别人都夸我身材性感&

一直不明白! 女人为什么比男人更爱看
美女% 当我挺着#小蛮腰$'穿着肚脐装走在大
街上才明白!男人看的是漂亮!女人看的是性
感((这一切都是

!

快
!

)茶
"

胶囊$的功劳!

阻脂
"

排油!从)小腹婆$轻松变成)小蛮腰$!才
#$

天哦&

哇! 从头瘦到脚"性感极了

!"

天瘦
#

斤变#小蛮腰$

!"#$%&'()*+,---./0

1&2(3456789:;<=>?@)

ABC DEFGHIJKLMNOPQF<

HR)S+TUCVKLMN<W7XCYZ

2([<(A\][^_`a 2bcdef

ghijklm2no?pqm2nrstu

vwloxy

`Iz2){|}~��DS+_�<

��������a�7KL�N��YZ2

(P��ij2�c��?A���2��[

o?�����������<R C¡¢£

¤YZ2(V¥¦0��§¨�©<R�y

ª«¬CYZ2(<®¯2�cde�

[°� q±klC ²³´µeU<�l([

¶�·o?�2¸¹º»¼�½¾<([�¿

tl([¶ÀÁwÂÃÄ¿ÅÆÇÈ»¼Á¾

<([�yÉÊË<2bcÌÍ�ÎklÏ�2

bÐ��Ïz'ÑÒÉÊÓÔÕÖmYZ2(

×Ø<2�cÙÚ[ÛÏÜÝrdÞÏÇÈr

sÅÆhß¸¿zàá â2�cÙÚ[ÛÏã

äå�2��æç°è�·o?Ï éêëì

í(îï 5²Ïðj2�cÏ¯�YZ2(

<ñò5Vá óPÏ�l([ôtl([Võ

Øö0÷¯øù<Ï��0êÔú�lhtl

([ó�ÏûüYZ2(ýþÿjTW!

}"���ÏYZ(õØT(��(#Ï

$%&<'(h)*h+,»u-��..¯

/P012ÕÏ(îP�ÿjá KL�N<3

8Ï4²5678�9ÏÎR��YZ2(Ï

¡¯õØ:;Ï<1=>¥¦?@<ABá

ªCÏ KL�N¯!QDFOE<FGH

IFJVGHEFKJ¼�LMN¾ OP0Ï

QRSGHTÎ<Q?�ÄUHVVVLWXh

KYZh [Q\]^�7Ï _]² !" £I`

HaÏ ��YZ2(Ï §¨4²���©<

R�Ï ¯bFGcHµd÷êeGHÆfá g

hKL�NiVjk®lmHnopqr»?

Hs0tÏ uØ4vw!"#"$%%%%!&'" YZ

2ÊjxyzwÏ <4ñ{Q| # } #"a

$$%#"a !$ KLYZÊj~�á ����¯

!"#"$%%()"(#*Ï 1�h Q|h ��h �Jh

������0�á

!"#!!"#$%&'()*+,-./0,-12,-*345-6789,-8:9;<'=,> ?$@ABCD=(EF:9 "#G> $%+HIJ$D=$KLM'=

N> OPQR$%&'(ST'=U> VW$,(XYZ,[\> &'+]^$_(̀ aL %#G>-!bR$%&'(cdefg+>-hi$,(jk9lmXnZ,[

\>()!!bR$%&'(opD_q=g+> *+!Wr$,(st[\> ,-+!bR$%&'(opu9> ./0+!bR$%&'(vw9Dxyz>

12+J$ABg{'(6|}9> 34!6~J$AB(�8C�y9> 56!!bR$%&'('�Dt[\> 78!q�R$,(���[\> 9*!�X$�

(��9 #&G> 2:+V^$,(A9t+�> ;<+V^���$� =>+��$, 7!!��$,(��L> ?@����$, A2B��$,(��9 '( G>

CD

EF

!"#$%&'()*

������ ¡¢£¤¥¦�§

}~"�Ï ./�6`I&

')��{�Ï 8�.��Ä�

-���Ï01�H?)��Ï.

/01&'(3�55�Ï DK

L�N��a YZ2(H@�©

P6iÆ�¥�

!

+,-./01234567

!""#$%&'()*+,-./0123456 789:;<=>?@&ABCDE

!

"

本报综合消息 广深高速! 由北向南% 车
子驶过广东省东莞市出口几十公里处! 王晓芸
的手向右一摆说* )这边是全国千强县之首的
虎门镇%$ 然后手再向左一摆说* )这边是千
强镇里属第三的长安镇%$

这里高楼林立! 分不出城乡界限% 右转!

来到虎门镇! 向路边的人询问镇政府所在地%

那人指了指* )往前走不远! 最寒酸的那栋楼
就是%$ 再兜个圈! 车子穿过高速公路向东%

询问长安镇政府所在地! 路人回答* )沿二环
路向东北! 然后右转! 长安公园旁边最气派的
!

楼
"

就是%$

其实王晓芸知道如何到达目的地! 只是向
初来乍到的记者展示一下当地百姓对政府办公
楼的评价而已%

王晓芸是北京一家经济类媒体的记者!他已
经是第三次来到东莞市长安镇%三次之行的目的
很清楚+++采访!采访长安镇政府办公楼是不是
很豪华!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合法的审批手续%但
这三次采访均未得到长安镇政府的回应%

领略豪华

#$$%

年年底! 王晓芸收到一份投诉信称!

东莞市长安镇最近启用了新建成的一栋豪华办
公楼! 建筑外形有点像人民大会堂! )严重超
过了国家有关标准%$ 他意识到!

#$$%

年中央
大力整顿了政府豪华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的建
设! 其中绝大部分是市县一级的! 豪华的镇级
办公楼还是第一次听说%

他在网上搜寻相关资料! 极其艰难地在东
莞一家规划网站上查询到* 新落成的

!

长安
"

镇政府行政大楼 ! 占地
&'$

亩 ! 建筑面积
'($$$

平方米! 设计采用中庭式风格! 是一座
环抱化' 庭院化' 智能化的办公大楼! 可容纳
'$$$

人同时办公%

记者看到!此楼楼高四五十米左右!面宽约
&#$

米左右% 正面矗立着
&(

根高
#$

米左右的
圆柱!圆柱分三组!每组六根% 为什么要这样排
列,不少百姓做了这样的分析*

)

代表)顺$!

(

代
表)发$!)我们当地人很讲究这个的& $

经过几十层的台阶! 记者进入楼体内% 镇
党委宣传办公室共有三间! 第一间的面积! 据
记者目测大概在

'$

平方米左右! 办公人员为
十几人% 第二间是宣传办副主任的办公室! 记
者目测后的面积为

#*

平方米左右% 第三间是
宣传办主任办公室! 目测面积在

+$

平方米左

右% 第三间只是一位镇党委成员的办公室! 至
于镇党委书记' 镇长! 以及诸多位副职官员的
办公室面积! 记者未能看到%

峰回路转

三次采访均未得回应! 始终不能揭开 )长
安镇办公楼是否豪华! 豪华到什么程度$ 这个
谜团的王晓芸! 在

#$$(

年
+

月
)

日终于得到
东莞市政府对其申请的回音* 责令长安镇政府
作出书面回答% 而镇政府一位副主任告诉记
者! 他们随后以书面形式答复了王晓芸%

由于种种原因! 王晓芸并没有收到这份答
复% )不管他们答复的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规
定! 第一步总算是迈出去了%$ 王晓芸说%

其实! 王晓芸与长安镇政府的反复交涉的
事件! 已经超出了这座楼是否豪华的范围% 它
可以提醒每一位记者! 甚至是每一位公民! 对
于政府应该公开的项目! 不是这个地方政府说
了算! 而是 )只要合法! 你说了算&$

王晓芸最后说 ! 他将视长安镇的答复情
况! 作出下一步的打算%

#据法制日报$

"

长安镇政府行政大楼全景效果图

广东东莞长安镇出现豪华办公大楼酷

似人民大会堂

"

新华社香港
!

月
"!

日电-记者 陈思武!香
港特区政府消防处海务及离岛区高级消防区长
黄忠胜

#+

日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以东大小磨刀
海面

##

日晚发生严重船只相撞事故! 截至
#+

日上午已有
%

人获救!

&(

人下落不明! 特区政
府水警'消防处及飞行服务队仍在现场搜索%

据悉!

##

日晚
,

时许! 一艘在乌克兰注

册的补给船与一艘在内地注册的货船在这一海
域相撞! 载有

#*

人的补给船随后下沉% 水警
轮及消防船接到报告后迅速赶到现场! 在直升
机探照灯协助下进行通宵搜索%

截至
#+

日上午! 已有
&

名内地人和
)

名乌
克兰人被救起!并全部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被
救起的

%

人年龄介于
#+

岁至
''

岁之间!送医院

时全部神志清醒%内地货船上的
#*

人全部安全%

目击者说! 两船相撞后! 装有集装箱的货
船与补给船均有损毁! 其中补给船迅速进水下
沉! 多个集装箱随海浪飘浮%

黄忠胜说! 相撞事故中的补给船已经沉没
在约

+*

米深的海底! 相信失踪的
&(

名船员仍
然被困在船舱内% 因现场水流湍急! 加上海底

能见度非常低! 增加了搜救难度! 消防处将与
海事处' 水警等单位继续设法搜救失踪船员%

黄忠胜表示! 事故发生后! 消防处立即派
出蛙人潜入海底探测沉船位置% 经向获救的补
给船船长了解! 事故发生时大多数船员正在机
房工作% 由于沉船侧翻! 而且只有两个入口!

给搜救工作带来很大难度! 截至
#+

日上午蛙
人还未能进入船舱%

由于堕海人数众多!特区政府派出多辆消防
车' 救护车及流动医疗车到大榄水警基地候命%

据悉!

##

日的大雾天气可能是撞船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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