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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台湾方面

山西大同市委书记

不应对香港政改

丰立祥接受组织调查

说三道四

新华社太原 10 月 15 日电 山西省纪委 15 日对外发布，山西省大同市委书记丰立祥
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针对
度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我们予以尊重。
台湾方面日前对香港一些人发起的“占
对于台湾政治发展道路对其自身社会政
中”行动表示支持，国务院台办发言人
治稳定、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我们
范丽青 15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表
无意评论，但希望台湾方面尊重大陆 13
示，关于香港政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有
亿人民的选择和追求。
关决定依据香港基本法，符合循序渐进
对于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借香港
发展适合香港实际情况的民主制度的原 “占中”事件来诋毁大陆，范丽青表示，
则。2017 年实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由普 “台独”势力对香港发生的违法行为借题
选产生是香港政制发展的一大步，台湾
发挥、推波助澜，再次暴露了他们搞乱
方面不应对此说三道四。
香港、破坏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图谋。
她说，近期香港出现的一些违法行
这种行径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为，严重干扰破坏了香港的社会秩序、
对于日前台湾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经济发展和法治，已经引起越来越多香
欢迎达赖喇嘛再次访台，范丽青在答问
港民众的不满和反感。
时说，众所周知，达赖披着宗教的外
对于台湾方面有关大陆政治体制的
衣，一直在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如果
评论，范丽青回应说，两岸选择了不同
让这样的人访台，只会给两岸关系带来
的政治发展道路。台湾同胞对于社会制
损害。

张晓明

“占中”是严重社会政治事件
中央非常关注

梁振英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14 日电 中央驻
式，甚至以冲击政府机构、长期堵塞交
港 联 络 办 公 室 主 任 张 晓 明 14 日 表 示 ， 通 要 道 等 方 式 胁 迫 中 央 政 府 和 特 区 政
“占中”是违背“一国”原则、挑战中央
府，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回已经生效
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
的有关决定，要求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
件，是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
有关官员下台，这些都决定了“占中”
动，中央对香港目前的局势非常关注。
运动的性质。
张晓明当晚宴请香港立法会大部分
张晓明说，香港回归以来围绕政制
议员，席间就香港当前形势交换看法， 发 展 问 题 的 争 议 ， 核 心 是 要 不 要 尊 重
并听取意见、建议。他表示，“占中”不 “一国”的原则，要不要尊重中央对香港
仅给香港造成了数以亿元计的经济损
的管治权，要不要尊重基本法的宪制地
失，影响了众多市民的生计，也对香港
位，这些是关系到“一国两制”实践发
的法治根基、民主发展、社会和谐、国
展方向的大是大非问题。
际形象以及香港与内地的关系造成了多
张晓明还表示，希望立法会议员以
方面的损害。避免使香港全体居民付出
香港的整体利益和市民福祉为重，团结
更大代价的最好办法就是尽快结束“占
一致，坚定维护“一国两制”，坚定支持
中”。张晓明表示，中央对香港目前的局
梁振英行政长官领导的特区政府依法施
势非常关注。“占中”运动试图仿照“颜
政，坚定维护香港法治，坚定维护立法
色革命”的做法，以激进的街头抗争方
会正常运作，尽职尽责为香港市民服务。

“占领中环”
不能解决普选问题

据新华社香港 10 月 15 日电 香港特
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15 日表示，香港人应
以务实、理性、平和、守法的方式处理
有关普选的问题，
“占领中环”造成各方

10 月 12- 13
日，中韩整形美容
技术培训基地第
一期培训交流
会 -- 微 整 形 技 术
交流会在海南美
媛整形医院举行，
来自韩国的医学
博士金昌烈院长，
为现场带来韩国
微整先进技术，还
与美媛微整专家
进行技艺切磋、交
流，两天更有 13 位
求美者通过微整
实现完美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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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损失，但却不能让大家得到满意的普
选安排。他强调，政改必须根据基本法
规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以
务实、理性、平和、守法的方式来处理。

天津燃气集团原董事长金建平

伪装成买菜老汉出逃
三轮车里放百万现金
近日，天津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宣布，
该市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金建平（正厅级）涉嫌
贪污、受贿犯罪案已侦
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
诉。至此，金建平贪污
公款 3600 余万元，受
贿 400 余万元的犯罪
事实也逐渐浮出水面。
金建平曾经风光无限
金建平贪腐行为的暴露，源于一条审计
线索。
2013 年 8 月，国家审计署京津冀特派办
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金建平涉嫌违纪，遂将
情况转交给了天津市纪委。对金建平的调查
很快紧锣密鼓地展开。
金建平察觉到了风声不对，立即做了
“最坏打算”
，打算出逃境外。
办案人员告诉记者，金建平在准备好移
民材料、伺机出逃的同时，为应付调查，还
特地留了“后手”——一方面，他召集与其
关系密切的私营老板，订立攻守同盟；另一
方面，他把名下的一处可能会“暴露”的房
产过户给了自己的亲戚。
2013 年 8 月 30 日，自觉万事俱备，金建
平准备“溜”了。当天，他以公务名义从天
津前往香港。不料，居然在机场被拦下了！
逃离了机场，金建平惶惶不可终日。他
不敢留在天津，一路逃窜到了河北省香河
县，并用别人名义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
避风头”
。
很快，办案人员掌握了金建平的行踪，
赶赴香河。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出租房
内并没有发现金建平。办案人员一方面继续
加大追踪力度，一方面派人在出租房外蹲守。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 9 月 3 日，转
机来了。当天一大早，一名办案人员在出租
房附近发现一名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
轮车”，像是去买菜。
办案人员觉得老汉形迹可疑，上前询
问。老汉神情紧张，言辞闪烁。办案人员一
边询问，一边观察，发现老汉与金建平的相
貌极为相似，而三轮车里还放着两个鼓鼓的
旅行包，于是果断将其控制。
后来证实，这位“破帽遮颜”的老汉，
正是金建平！而他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
内，赫然放着 150 万元现金！
“他是‘过日子型贪官’，爱财。”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金建平违纪违法所得赃款主要
有三种用途：一是用于购置房产；二是用于
理财；三是倒到国外。
金建平曾用赃款购置了一栋别墅，并耗
费巨资装修配备高档家具，怕被人举报，也
不敢住。办案人员问他：这房子你住过么？
他回答：“住过，就体验过一晚。”
“腐败成本太大，代价太沉重。”办案人
员告诉记者，案发前，金建平精神饱满，头
发乌黑；出事后，不到 3 个月，头发已经白
了大半。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隆鼻、瘦脸、
丰下巴、苹果肌、
逆龄

30 分钟见证微整奇迹，
韩国微整大师亲秀技艺
中韩整形技术培训基地第一期培训完美收官，
纯韩微整形年度样板案例征集拉开序幕
新理念、新技术、新趋势的引进，中韩合璧
应中韩整形美容技术
培训基地的邀请，韩国微
整形导师金昌烈院长特意
从韩国首尔飞赴海南。现
场以最新的理念、精湛的
技术、全方位的讲解演示
进行中韩学术交流，并亲
自操作解析真人微整手术
演示，让海南美媛整形医
院的专家们零距离接触韩

国微整形一线。
交流中，中韩医师一致
认为通过合理的剂量加上
标准注射手法可以达到更
好的美容效果，
合理分层分
点注射更能让效果保持更
久。中韩专家还就微整形
治疗流程达成共识，
倡导治
疗过程透明公开化。术前
与求美者确认注射部位与
玻尿酸注射所需的剂量，
并
告诉求美者使用剂量、
注射
在什么位置可以达到什么
样的效果。据悉，
微整形美
容以无创、不需恢复期、见
效快等优势成为最受爱美
者欢迎的整形美容项目。

纯正的韩式微整，
不必再去韩国
交流期间，海南美媛整
形医院专家展示了源于韩国
并进行改进的微整形抗衰技
术"韩国 PDO 童颜术"，
根据
中韩整形美容技术培训基地
日前发布的《中韩整形美丽
金标准》，
依据东方人的脸部
衰老趋势以及东方女性的审
美标准，
以点位定格提升，
综
合考虑每一位求美者的年
龄、
面部衰老松弛程度、
面部
肌肉群的下垂程度以及面部
各部位的凹陷程度，
以达到提
升面部轮廓，
填充凹陷部位并
且补充水分，
能让微整形效果
维持时间更长，
让肌肤尽显年
轻态。

这得到了金昌烈院长的
高度赞扬，认为这项源于韩
国的微整技术经过美媛整形
的改良，推进了微整形美容
的发展与升级。美媛整形专
家队伍严谨的国内手术风范
和韩式的整形理念与技巧，
已尽得韩国整形的精髓。
金昌烈院长表示，广大
求美者享受高端的韩式整
形技术服务，大可不必再飞
往韩国，只需到中韩整形美
容技术培训基地的海南美
媛整形医院，在家门口就可
享受到纯正的韩国微整形
服务，费用也将比韩国减少
近 60%。

纯韩微整形年度样板案例征集正在火热进行
据悉，此次金昌烈博士来
琼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中
韩整形培训基地的发展，更
是为了揭开中韩整形美容技
术培训基地打造微整形完美
成功案例的序幕。
交流活动中，某女士是一
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
特意
赶来美媛。她说自己因为容

貌不是很立体有些苦恼，
找工
作时没有太多自信，
安排她与
专家进行了交谈之后，
金昌烈
院长为她设计了适合她的注
射方案，
还亲自为她进行了注
射。该女士对注射后的效果
非常满意，
因此成为首个纯韩
微整形年度样板案例征集活
动的受益者。

此次开启的微整形案例征集活动，
意在打造一批精品微整形
案例，
并联合韩国伊婉玻尿酸生产厂家共同打破玻尿酸市场
优惠，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凡是参与的顾客，均可享受纯韩
进口伊婉玻尿酸、瑞蓝玻尿酸买二送一，国产润百颜玻尿酸
买一赠一的优惠，祛除皱纹只需 3800 元，更有机会参与 7 天
韩国游。而在此期间，美媛整形针对电话预约的顾客，提供
全项目 8.5 折优惠。预约热线 0898-6666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