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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糖的全称是D一氨
基葡萄糖，是亲水性的蛋
白多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营
养素之一，也是软骨基质
和关节液的基本成分。（摘
自百度百科）

美国海蟹壳深海鱼复
合食品精选了多重营养
素，原料洁净。每粒含量
高达 840 毫克寡聚氨基葡
萄糖,满足人体所需，还科
学配比了海蟹壳、深海鳐
鱼、针叶樱桃果、鲨鱼骨粉
木糖醇、山楂,营养兼顾，更
好地补充关节营养。

为回馈新老客户，让
更多人体验，我公司与美
国厂商联合推出 1 元特卖
活动，活动仅限一周，具体
细则如下：1.活动仅针对
50 周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2.每人限购2瓶，不得重复
购买；3.半年量为 3 瓶，不
零售，3瓶仅收取1瓶的费
用，再加上2瓶2元；4.不收
快递费，免费送到家；5.活
动截止到10月21日。

电 话 订 购 ：
400-6400-279 货到付款

深圳市斯诺贝尔康帝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关编号：332120191000000458

经济信息

美国原装进囗氨糖 1元特卖

■国际速读

英国小镇给居民发补
助金应对海鸥“捣乱”海鸥
受英国法律保护，伤害、猎
杀或破坏活跃的鸟巢都是
非法的。近日，英国一海滨
小镇向居民每人发放2000
英镑（约合人民币1.8万元）
的补助金，以应对“破坏者”
海鸥在当地房屋筑巢所带
来的破坏性行为。据悉，约
克郡的一些海滨城市，因为
游客喜爱给海鸥喂食，吸引
来众多海鸥，因此海鸥也更
习惯在街道两边的居民屋
筑巢，但也损坏了屋顶。（摘
编自《新民晚报》）

爱尔兰一家庭守号 25
年中大奖 英国《镜报》日前
报道，爱尔兰基尔肯尼郡一
户人家25年来坚持用同一
组号码买乐透彩票，上月底
中得近 540 万欧元（约合
4288万元人民币）大奖。这
户人家的男主人在一家便利
店一眼就认出了报纸上公布
的中奖号。他们不愿意公开
姓名，经由国家彩票局为应
对疫情引入的邮递方式兑
奖。（摘编自《北京晚报》）

本报讯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对一特大医
疗保险诈骗案公开宣判。该案中，被
告人宋某、罗某系夫妻，宋某被判无
期徒刑，妻子罗某获刑17年。

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宋某是
锡林郭勒盟红十字惠民蒙医医院的
法定代表人，罗某是锡林郭勒盟社会
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2016年
7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宋某、罗
某、李某等人到锡林郭勒盟各旗县，
以免费治疗风湿病、赠送医疗仪器为
由，收取参保人员的医疗本（卡）、身
份证，以参保人员住院治疗的名义制

作虚假病历、住院清单、医疗发票等
报销材料 1663 份，到社保局进行报
销（报出医疗保险金18016999.87元，
未报出 2493875.68 元），通过转账等
方式将报销款非法占有。被告人宋
某、罗某还向12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行贿共计47.28万元。

经审理，法院对主犯宋某以诈骗
罪、行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被告人罗某以诈骗罪、行贿罪判处
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一百零五
万元。对其他11名被告人依法给予
刑事处罚。（摘编自《人民法院报》）

特大医保诈骗案主犯被判无期

●注册资本 1012 亿
元的中国广电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 10 月 12 日正式在
京成立，成为国内第四大运
营商。据悉，中国广电将发
放 192 号段的手机号码。
（摘编自《北京日报》）

■数字中国

2100万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

司相关负责人近日在出租
汽车新老业态融合发展研
讨会上透露，目前，已有190
家网约车公司获得经营许
可，各地共发放网约车车辆
运输证104万张，网约车驾
驶员证件250万张，网约车
日均订单量 2100 余万单。
该负责人同时表示，全国各
地要尽快完善巡游出租车
运价动态调整机制，对巡游
出租车价格进行动态调整。

本报讯 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二审稿13日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在特
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定
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
调。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
满 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
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应当负刑事责任。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
施严重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
引发社会关注。对此，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
12日表示，对于低龄未成年人
实施严重犯罪现象，大家的共
识是应当管起来，既是矫正犯
罪的需要，也是保护受害人正
当诉求和利益的需要。但如何
去管，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关

进监狱，还是针对未成年人犯
罪矫治的特点去完善收容教养
制度等，大家还有不同的认识和
侧重点。臧铁伟认为，总体上对
犯罪的未成年人，仍应坚持实行
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
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低
龄未成年人犯罪既不能简单地

“一关了之”，也不能“一放了
之”。（摘编自《羊城晚报》）

本报讯 为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结合本地促消费政
策，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联合
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数字人
民币红包试点。本次试点由
深圳市罗湖区出资 1000 万
元，至 11 日，共计 5 万名在深
个人中签数字人民币红包，
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可在
罗湖区辖内已完成数字人民
币系统改造的3389家商户无
门槛消费。

今年 8 月 14 日，商务部
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
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
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
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
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
情况扩大到其他地区。8 月
19 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发布消息称，深圳作
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四个
试点城市之一，在保证安全可
控的前提下，正有序开展数字
货币内部测试工作。

据报道，在此次试点中，“i
深圳”将通过深圳政务短信服
务平台陆续向中签个人发送
中签短信和下载链接，只有中
签者才能按照页面指引下载

“数字人民币App”。因此，除
了中签人员，其他人还无法体
验“神秘”的数字人民币。有
媒体指出，此次深圳罗湖区派
发数字人民币红包，既是经济
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大礼包中
的惊喜之一，也被视为数字货
币落地的标志信号。（摘编自

《21世纪经济报道》）

深圳人首试数字人民币消费

12至14岁故意杀人等犯罪拟入刑

为打击“台独”分裂势力
的嚣张气焰，国家安全机关于
近期开展“迅雷-2020”专项行
动，破获涉嫌资助“港独”、刺探
情报、挑拨中国与其他国家外
交关系等行为的数百起间谍窃
密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及
运用人员，打掉台湾间谍情报
机关针对祖国大陆布建的间谍
情报网络，有效维护了国家安
全和利益。

典型案例1
支持“港独”并偷拍军事机密

据国家安全机关披露，
2019年8月底，台湾人李孟居
从深圳出境时被深圳市国家安
全局依法审查。1972 年出生
的李孟居是台湾新竹人，案发
前任台湾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法人、台湾屏东县枋寮乡乡
镇顾问，但这些并非是其全部
身份，他的另一身份即“台独”
组织“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
事。根据公开报道，该组织多

年来持续窜访世界各地，在国
际场合鼓噪“台湾加入联合国”

“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并与境
外反华政客串联。李孟居在该
组织中既出钱又出力，不但承
揽每年的募款餐会费用，还积
极联络台湾绿营人士，其中就
包括蔡英文、吕秀莲等。

2019年，香港爆发持续数
月的暴力示威。为配合蔡英文
当局所谓“支援香港民主运
动”，李孟居于去年 8 月 18 日
抵达香港，积极参加反中乱港
集会。在完成所谓“反送中加
油”行动后，李孟居意犹未尽。
他从网上获悉有武警在深圳
集结的消息，遂秘密潜入深
圳，偷拍了大量武警集结的视
频、照片，发给“台独”组织，随
即在准备离境时被国家安全
机关依法抓捕归案。经武警
保密部门鉴定，李孟居非法拍
摄的照片、视频为“秘密级”军
事秘密。目前，该案已经进入
法院审理程序。

典型案例2
台湾间谍试图策反大陆人员

据国家安全机关披露，
2019 年 4 月，福建漳州市国
家安全局破获一起台湾间谍
案，嫌犯郑宇钦先后被台湾

“国安局”、军情局等单位发
展，针对大陆进行情报搜集，
试图在捷克等国策反大陆人
员，并挑拨祖国大陆与其他国
家外交关系。

1977 年出生的郑宇钦曾
任民进党前任主席卓荣泰助
理，主要从事公开情报研究，
自 2004 年起长期在捷克活
动，案发前为捷克查理大学
教授。2008 年，郑宇钦经人
推荐，到台湾的“复兴广播电
台”做节目，期间与打着女记
者幌子的台军情局人员吕家
嘉结识。2015 年，郑宇钦在
捷克发起成立“中欧政治经
济研究所”并自封所长。在

“台北驻捷克经济文化代表

处代表”李云鹏指挥下，郑宇
钦开始围绕祖国大陆搜集相
关情报，并将撰写的资料交
给台湾“国安局”。

作为台湾民进党党员，郑
宇钦始终“身在捷克、心系台
湾”，不放过任何一个为台湾
当局服务的机会。他不仅添
油加醋杜撰很多虚构的故事，
在海外炒作“中国间谍”威胁，
还以中国驻捷克大使馆人员、
华侨侨领、公务团组等为目标
开展渗透，意图策反人员安插

“钉子”，先后向台谍介报了多
名大陆人员。2015 年“中欧
所”成立后，更是打着该所负
责人的名义，借助参加会议、
接待参访团等机会，堂而皇之
搜集敏感情报、攀拉策反我重
点人员。2019年4月，郑宇钦
因涉嫌间谍罪在进入大陆时
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目前
该 案 已 经 进 入 法 院 审 理 程
序。（摘编自《成都商报》、央视

《焦点访谈》）

大陆破获数百起台湾间谍窃密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