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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中共中
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尧 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龚清概涉嫌严重违纪袁
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遥

国台办副主任
龚清概被调查

去年 8月初的一天袁凌晨 2
时许袁常某酒后用力敲门迫使朱
女士打开房门袁进门后袁他强行
将朱女士抱住并推倒在床上实
施猥亵行为袁 朱女士激烈反抗袁
将常某舌头咬伤袁并将其身上多
处抓伤遥 后因常某进入醉酒状
态袁朱女士才得以挣脱并报警遥
当天袁常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袁
对于部分细节辩称因醉酒记不
清了遥
法院经审理查明袁常某一直

在追求朱女士袁但朱女士明确表
示不予接受遥 案发后袁朱女士书
面出具谅解书袁表示对常某的行

为予以谅解遥 最终袁法院依法认
定常某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袁
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袁缓刑二年
零六个月遥

为保护受害人袁同时减少再
次犯罪的可能遥 近日袁蜀山区法
院还向常某出具一份野禁止令冶袁
规定他在两年半的时间里都不
得与朱女士接触遥 野法院发耶禁止
令爷 不仅是对缓刑犯的一种提
醒袁防止他们在缓刑期间再次接
触犯罪诱因袁减少他们再次犯罪
的可能袁而且能够避免受害人受
到二次伤害遥 冶合肥市蜀山区法
院刑庭副庭长季峻峰介绍遥

(搜虎)

男子酒后强吻心仪女
法院：远离她两年半

商报综合消息 酒后对长久追求未果的朋友实施猥
亵袁在获得朋友的谅解后袁男子被判处缓刑遥 可万一男子
故态重萌该怎么办钥 近日袁安徽省蜀山区法院首发野禁止
令冶袁判定男子常某两年半时间内禁止接触被害人遥

准岳母要求准女婿开证明
无犯罪记录才嫁女

1月 19日袁名为野安溪小
法医冶的网友爆料称院早上袁有
一年轻人到福建省泉州市安
溪县公安局袁要求开具无犯罪
记录证明曰理由是院准岳母要
求的袁无犯罪记录才同意女儿
嫁给他遥
记者发现袁安溪小法医是

经新浪微博实名认证袁系安溪
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法医孙建
基遥 这条野准岳母让准女婿开
证明袁无犯罪记录才嫁女冶的
微博袁已被泉州公安官微归类
为泉州一线警事袁第一时间进
行转发遥

结婚需要开什么证明钥

按照常理袁一般只需携带身份
证和户口薄到登记处登记即
可遥可这位准岳母却要求准女
婿开有无犯罪记录证明袁让众
网友大跌眼镜遥

不过袁对这位准岳母表示
支持的网友大有人在院野人生
大事袁不慎重不行遥 冶野这是一
个母亲出于保护女儿的方
法遥 冶

还有网友站在中立角度
客观评价院野从为女性着想的
确是个方法袁可是人与人间的
信任到如此程度袁也有可能成
为今后可能会发生的不愉快
事情的导火线遥 冶 渊尚有冤

商报综合消息 被诟病的野证明我妈是我妈冶出现了一
个新的版本院准丈母娘要求女儿的男友开无罪证明袁才能
嫁女儿遥 1月 19日袁上游新闻记者获悉袁福建安溪县公安
局就接到了这样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开证明事件遥

据华西都市报 1 月 18 日上午袁
西昌火车站袁36名嫌疑人在公安特警
的押解下袁下了火车被送往凉山州公
安局遥 当天袁记者从凉山州公安局获
悉袁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野6窑18冶贩卖婴
儿案成功告破袁凉山警方前往山东跨
省抓捕袁 打掉一个特大拐卖婴儿团
伙袁共解救出 15名婴儿袁78名贩婴嫌
疑人落网遥

四川警方抓获
78名人贩子
解救 15名婴幼儿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 2016年 1
月 17日袁印度阿拉哈巴德袁佛浴节期
间袁印度教徒在森格姆河沐浴遥 印度
的佛浴节为期 45天,每逢这一节日的
到来袁成千上万的印度教信徒袁就会到
恒河和亚穆纳河的交汇处沐浴庆祝袁
以此来祈求好运遥

祈求好运
数千名印度教徒河中沐浴

野我认罪袁 我悔罪袁 我愿意赔
偿浴 冶在法庭上袁被告人田某表示自
己只有医师资格证书袁 但对没有医
师执业证书并不具有执业资格尧不
能独自进行手术不清楚袁 甚至对卫
生部出台的 叶变性手术技术管理规
范曳 也并不知晓遥 在为小元做手术
时袁 他也未让主动让小元提供身份
证遥被告人田某还交代袁他在韩美医
疗美容门诊部已做过多起变性手
术袁手术对象有些提供了身份证袁有

些却没有遥 田某称院野我是直到在派
出所才得知他仅有 15岁遥 冶
田某的代理律师上表示袁 被告

人田某有自首情节袁认罪态度好袁其
家属也对受害人积极进行赔偿袁已
向受害人共计赔偿现金 65万元袁并
取得了受害人家属出具的 叶刑事谅
解书曳袁 希望法院对被告人判处缓
刑遥 19日上午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
法院一审开庭结束袁 判决结果将择
日宣判遥

15岁少年瞒父母做变性手术
实习医生为其手术被捕

据四川日报 2015年 5月 22日袁15岁的小元渊化名冤瞒着父母袁独
自乘火车从河南前往成都做变性手术遥 成都武侯区韩美医疗美容门
诊部实习医生田某袁 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以及小元监护人同意的
情况下袁为其完成睾丸摘除手术袁致二级重伤遥 小元回家后袁父亲发现
儿子做了变性手术袁随即前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分局报案遥1月 19日
上午袁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故意伤害罪案件袁被告人田
某当庭认罪袁并已赔偿受害人 65万元袁法院将择日对其宣判遥

15岁少年瞒父母变性

15岁少年小元和朋友开了一
家动漫工作室袁 经常进行 Cosplay
演出袁 由于非常厌恶自己的男性
身份袁 内心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
女性遥 成都武侯区韩美医疗美容
门诊部实习医生田某通过网络认
识了小元袁 通过 QQ告知小元自
己可以为其做睾丸摘除手术袁二
人遂约定在成都进行手术遥

2015年 5月 22日袁小元瞒着
父母独自乘火车从河南到达成都
接受手术袁 田某将其接到武侯区
韩美医疗美容门诊部遥 在田某的
要求下袁 小元出具了免责申明和
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遥 田某没在
意身份证复印件上赫然表明小元

出生于 2000年袁在未取得小元监
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袁 为小元进行
了手术遥

小元回到家后袁 父亲发现儿
子做了变性手术袁2015年 6月 22
日前往成都市武侯区公安局报
案遥 公安机关随即传唤了成都武
侯区韩美医疗美容门诊部法人代
表李某渊田某妻子冤袁当时嫌疑人
田某跟李某一起到派出所后想离
开时袁被民警挡获遥 成都市武侯区
检察院于 2015年 9月 2日袁 以涉
嫌故意伤害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
疑人田某遥 同时袁成都武侯区韩美
医疗美容门诊部也被卫生局吊销
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曳遥

被告当庭认罪 赔偿 65万

年终奖发玛莎拉蒂的企业被查
老板涉虚假宣传野祖传膏药冶

据钱江晚报 野800万豪购 11台玛莎拉蒂给员工发年终奖冶的新闻
火爆网络袁让 80后象山老板和他的野祖传膏药冶彻底地火了一把遥 但随
之而来袁种种质疑声也铺天盖地遥

一个卖膏药的袁为什么能赚这么多钱钥 这膏药真的好使吗钥 是否是
野三无冶产品钥 有没有违规经营钥

18日袁记者了解到袁因野老倪膏药冶涉嫌虚假宣传袁象山县市场监管
局已正式立案调查遥

昨天袁钱江晚报报道的叶象山膏药老板
800万豪购 11台玛莎拉蒂奖员工曳袁引起了
社会强烈反响袁网友有点赞的袁也有质疑的遥

网友野滴水成川冶院又是别人家的老板袁
哎浴 我业绩连续 4年三千万以上袁还是年薪
6万袁开着捷达遥

网友野大风车冶院好心塞啊袁又是别人家
的老板浴 不过赚钱之后袁还能想到一起打拼

的同伴袁觉得这老板不错浴 得 zan一个浴
但许多网友也对此表示怀疑遥 网友野小

罗纳耳朵冶院感觉不是很靠谱袁什么膏药这么
神奇袁真有效果当地应该很有名声袁传销都
做不到吧遥

网友野林海兵冶院弱弱地问一下袁他们销
售模式合法吗钥一年销售几亿的膏药质量能
保证吗钥

“中国好老板”还是虚假宣传？

记者发现袁 网上还爆出了
野老倪膏药冶 涉嫌违规使用批号
准字尧虚假宣传等各类新闻遥 实
际上袁在去年袁网络尧微信上铺天
盖地的野老倪膏药冶的宣传袁产品
上印的袁确实是河北保定辉瑞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一款名为野电极
贴片冶产品注册证号遥

18日袁 记者又联系到了保
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遥该局医疗
器械处的王处长表示袁保定辉瑞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并
不大袁野冀保食药监械 [准 ]字
2013第 1640002号冶 是该公司
一款野电极贴片冶的产品注册证
号袁这款产品注册证号只能用在
野电极贴片冶上袁其他产品都是不

可使用的遥
早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袁

江苏省食药监督管理局已经全
省暂停批准字号为野冀保食药监
械[准]字 2013第 1640002号冶的
野电极贴片冶的销售遥

18日袁 保定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发出公告袁撤销保定辉瑞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野电极贴片冶产
品注册证袁自 2016年 1月 15日
起停止生产该注册证号的产品袁
生产日期在 1月 15日之后袁凡
是标有 野冀保食药监械 [准]字
2013第 1640002号冶这个产品注
册证号的产品袁都是违法的遥 也
就是说袁野老倪膏药冶也同时被禁
止生产遥

不过袁倪海杉解释称袁这是
因为 2014年有别的品牌使用了
这个批号被处罚袁野我们的膏药
是 2015 年 3 月份才开始使用
的袁因此江苏的这份处罚与我们
无关遥 冶

18日下午袁 记者也联系了
象山县市场监管局袁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袁前期该局已经接到了关
于野老倪膏药冶的相关投诉袁他们
已经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对该
公司进行检查袁并于 12月 17日
就该公司的涉嫌虚假宣传一事
正式进行立案调查遥 目前袁该案
件正在调查中袁至于该公司是否
涉及其他违法违规问题袁也有待
进一步调查遥

象山县市场监管局已立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