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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10月26日电 英国
广播公司（BBC）近日在其官网刊文
报道说，香港的“占中”行动并非自
发产生，境外势力早在近两年前就
参与密谋“占领”计划，并对香港示
威参与者进行“特殊培训”，受训者
数量可能超过1000人。

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之夜》栏目
首席记者劳拉·金斯贝格尔在该公
司官网发文报道说，来自世界多地
的人员参与策划组织了香港“占中”

事件。
报道说，近期，世界多地所谓

“人权活动人士”在挪威奥斯陆召开
“奥斯陆自由论坛”，称其为世界最
大的“人权活动人士”的集会之一。

报道称，香港的“占中”示威
活动远非自发出现，有关计划早在
近两年前就已经秘密策划好，在

“奥斯陆自由论坛”上，这是一个
“公开的秘密”。

文 章 指 出 ， 早 在 2013 年 1

月，策划组织者就准备好一个动员
1万人上街去占领香港市中心道路
的计划。

报道说，这些密谋的策略不仅
仅策划示威活动的时间和性质，而
且谋划了示威活动如何具体运行。
很多参与香港示威的人都曾接受

“特殊培训”，被培训者数量可能超
过1000人。

该报道援引与会的美国一组
织负责人拉基卜的话说：“（香港）

抗议者被人教导，怎么在抗议中行
事。”相关内容包括“怎么保持秩
序，怎么与警察谈话，怎么管理他
们各自的运动，怎么在各自的运动
中使用‘指挥官’，即那些经过特殊
培训的人”。

曾在塞尔维亚组织学生抗议活
动的波波维奇也是与会者之一。他
说，不论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埃
及，还是中国香港，都可以通过那里
的运动看到那“一套规则”。

安徽原副省长
倪发科被公诉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27
日从最高检获悉，安徽省人民政府
原副省长倪发科涉嫌受贿、巨额财
产来源不明一案，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指定，由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侦查
终结后移送山东省东营市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近日，东营市人民检
察院已向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据了解，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
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倪发科享有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倪发
科，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见。东营
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
倪发科利用其担任安徽省六安地区
行署专员、六安市人民政府市长、
中共六安市委书记、安徽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
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同
时其家庭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
收入，差额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
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探月工程三期
再入返回飞行器
飞抵月球附近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北
京时间10月 27日 11时 30分许，
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器
飞抵距月球6万公里附近，进入月
球引力影响球，开始月球近旁转向
飞行。预计经过32小时飞行后，
将离开月球影响球，进入月地转移
轨道，返回地球。

飞行试验器于10月24日2时
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
空，进入近地点高度约209公里、
远地点高度约41万公里的月地转
移轨道。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科技人员的精确控制下，试验器成
功实施2次轨道修正，顺利飞抵月
球引力影响球。在月球引力作用
下，试验器轨道倾角发生自主变
化，环绕月球进行转向飞行。

目前，试验器状态良好，器载
设备工作正常。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理
工学院的学生称校园里一家校方
经营的“准五星级”酒店内，足
疗部有员工组织卖淫。记者调查
发现，学生举报属实。

拨打热线电话的学生小陈
（化名），是武昌理工学院的一名
学生。小陈说，他第一次去做足
疗，就发现“有问题”。

“一个技师给我做的足疗。”
小陈说，聊着聊着，技师告诉
他，也可以有“特殊服务”，比如

“推油”。普通的足疗88元，因为
是学生，所以有折扣，可以便宜
10元。如果要做“推油”的话，
要200元。该技师告诉小陈，如
果下次想来做“推油”，可以直接
找她。

暗访证实学生说法
记者在酒店的一层找到足疗

部，学生所提到的杨姐正在里面
上班。

记者以武昌理工学院学生的
身份和杨姐碰面后，被杨姐约到
了酒店侧门外的草坪上，准备谈
价格。此时的草坪周围，很多同
学晚饭后在散步聊天。

“最低 460，我给你找兼职
的，我们不做，没空。”杨姐称，
这已经是最低价，因为是学生，
所以没有乱要价。这其中，400
元是标准价格，额外的60元是付
给对方来往的打车费用。除此之

外，杨姐不提供房间，开房的钱
需记者另付。

当记者提出价格太高，学生
没那么多钱时。最后，杨姐称，
开房的时候，带着学生证，她可
以帮忙找人打折。

酒店总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足疗部并非外包经营，属于
酒店内部直接管理。

记者调查发现，武昌理工学
院和广信国际大酒店均属于广信
科教集团。广信科教集团董事
长、总裁名为赵作斌，他同时兼
任武昌理工学院校长一职。

27日，武昌理工学院投资方

广信科教集团进行了回应，“广信
国际大酒店位于武昌理工学院东
北角，主要是对外经营，地址并
不在校内。酒店也不属于学校，
二者是两个独立的实体，相互没
有关系。”

广信科教集团表示，酒店法
人并不是武昌理工学院校长。

27 日，武昌理工学院也表
示，广信国际大酒店与武昌理工
学院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学校也
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在酒店任职或
兼职工作。并调侃道，“今天的新
闻让学校上了头条，但却是躺着
中枪！” （据人民网、京华时报）

“当时护士拿着孩子的血来给
我们看时，都吓坏了！孩子抽出
来的血是粉红色的，放了几分钟
后，血液有3/4变成乳白色。郑
州各大医院都检测不出宝宝血液
的任何数据。”26日，家住河南
信阳的何女士见到记者，满脸愁
容。10月18日，何女士一家赶
到上海新华医院，初步鉴定孩子
罹患罕见的先天性遗传代谢病。
主治医生介绍，这样的病例全国
仅有6起，要想查出病因，唯一
的途径就是采用基因检测的方
式。医院联系了国内3家比较权
威的专业机构，但均被拒绝。

今年8月30日，何宝宝出生
在郑州一家医院，出生46天左
右，因呛奶引发呼吸急促，被送

入郑州市儿童医院就诊。“医生让
先进行血液采集，采血员惊奇地
告知我们，孩子血液呈粉红色，
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血
液，也搞不清楚是什么病症。”何
女士说道。她说自己当时也很惊
异，在现场，她看到，静置几分
钟后，孩子被采取的血液3/4变
成了乳白色，摇晃过之后还是粉
色。

新华医院的医生联系了国内
3家比较权威的基因检测机构，
请求对孩子的基因进行相关检
测，但均遭到拒绝。“这些检测机
构的医生说这个病太罕见了，基
因检测机构也没办法查出病因。
新华医院现在还在努力联系检测
机构。”何女士说道。（据大河报）

权威机构拒绝检测河南一婴儿患怪病
血液静置后呈乳白色

孩子血液

香港“占中”非自发
受境外“特训”者或逾千

英媒
披露

足疗部员工组织卖淫
学生开房可打折

26日山东淄博刮起大风，最
大瞬时风力达到5级。淄博高新区
中润大道上一商业住宅楼此前已
经鼓胀的外墙保温层掉落了一大
片。该商住楼物业表示，已经联
系开发商尽快维修。

26日15：40许，记者赶到事
发地中润大道上一商住楼，看到
该楼高27层，大约从该楼11层
起，有近8层楼高的保温层已经大
面积脱落，并且楼体上还有大面
积剥离的保温层摇摇欲坠。一块
块类似塑料泡沫材质的保温层和
凝固在上面的干水泥散落在该楼
右侧的过道上，掉下来的保温层
厚度有七八厘米。 （据鲁中晨报）

企业主为老人洗衣18年

其女儿承诺
再洗50年

18年前一句“给老人义务洗
衣”的承诺，他做到了。浙江台州
市椒江区企业主王海龙，坚持为当
地福利院老人免费洗衣服，18年
雷打不动。开始自己骑三轮车拉，
后来派工人开汽车来运，即使亏本
或中间不做普通洗衣生意了，也想
办法兑现承诺。26日，启程赴加
拿大留学的女儿临行前郑重地告诉
父亲：“您放心，等我回来，再帮
老人洗衣50年。”

每月的18日清晨，椒江正章洗
衣有限公司的车会准时来到椒江区
社会福利院，洗衣工将老人们需要
换洗的衣被放到车里。下午两点，
工人又将洗好的衣被送回福利院。

王海龙经营所涉及的产业不
少，有管业、建材、外贸等，洗衣
只是其中一个。与其他子公司相
比，洗衣厂利润空间并不大，有时
甚至亏本，但为了信守诺言，他也
坚持把正章洗衣办下去。

在正章洗衣工作了17年的员
工冯胜才说：“老人的衣服有时候
气味特别重，有的员工不愿意洗老
人衣服，王总就会亲自去做。”

（据新华网）

情侣赌气开气罐
男友点烟致爆炸

2013年6月28日晚上10点左
右，个体养殖户杨晋（化名），来
到女友位于湖南长沙雨湖区某村
31栋的家中。因为感情纠葛，这
次相见，两人以一次大吵收场。

两人赌气相约自杀——男方很
快将液化气罐从厨房搬到了主卧
室，而女方则扭开了液化气罐阀门
……刺鼻的液化气，慢慢充盈了整
个房间……轻生的念头，来得快也
去得快，两人关键时刻果断放弃自
杀，关闭了液化气罐阀门。

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女方打开
窗户通风时，从紧张的求死情绪中
缓过神来的杨晋，突然就那么想抽
根烟——他忘了一屋子的液化气还
没散去……

瞬间引发爆炸，两人当场被掀
翻在地。其中，去开窗户的女友，
被炸成重伤。

“因过失行为引发爆炸，致一人
重伤，其行为构成过失爆炸罪。”尽
管及时投案自首、积极配合警方调
查，杨晋依然付出了沉痛代价，不仅
自己受了伤，还支付了女方15万多
元的医疗费、赔偿款，并因此被雨湖
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
刑一年。 （据红网）

高校酒店

住宅楼保温层
被5级风吹落

被举报的酒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