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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2016年1月12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宣判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受
贿案，认定被告人李东生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
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万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1996年
至2013年，被告人李东生在担
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政
法委员会委员及公安部党委委
员、副书记和公安部副部长等
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为王海洲等人在调动工作、代

理广告、迁移户口等事项上谋
取利益，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
赵力夫等人在重大责任事故处
理、电视节目录制播出、职务晋
升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

2008年至2013年，李东生
直接索取、非法收受或通过其
弟李福升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198万余
元，其中李东生收受 482 万余
元，李福升收受 1716 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李东生主动交
代了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其收受
或索取他人贿赂的多起事实，
其个人所收受赃款、赃物已全
部追缴或退回。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被告人李东生的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案发后，李
东生主动交代侦查机关尚未掌
握的多起犯罪事实，具有坦白
情节；积极退缴其个人所获赃
款赃物，认罪悔罪，依法可对其
从轻处罚。遂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2016年台湾
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将
于本周六投票，随着选情白热
化，岛内各地也不断传出各种贿
选消息。这边各党派各候选人
使出浑身解数造势催票，那厢检
察、调查机关也忙着受理举报，
查处贿选。

据台湾检察机关公布的最新
数据，截至1月8日，台湾各地检
察机关共受理地区领导人选举相
关的案件202件，涉案369人，其
中44件涉及贿选；民意代表选举
相关案件718件，涉案1180人，
其中445件涉及贿选。

本月初，在台湾中部彰化
县，“立委”候选人许永金被拘，
成为此次选举中首个落网的候
选人。当地检察机关透露，许永
金涉嫌通过其叔父雇用14辆游

览车，邀请500多位选民参加竞
选总部成立大会，并招待他们到
中台禅寺等地游玩。

南部嘉义县检察机关最近也
逮捕了涉嫌以每票500元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100元）向选民行贿
的5名当地居民。此外，各地检
察机关还发现涉嫌以招待看电
影、抽奖等形式贿选的案件。

台检调机关表示，贿选方式
五花八门，主要的手段除现金买
票、餐会招待、旅游和赠送礼物
等老招数外，还有更隐蔽的“创
新”手法，比如假借活动名义发
放礼物和志愿者补贴、在文宣材
料里面夹放优惠券和招待券等。

贿选传闻甚嚣尘上，指控对
方行贿就成为参选政党候选人
打击对手的常用招数。民进党
主席蔡英文在台湾地区领导人

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就指控国
民党在新竹举办“万人宴会”招
待选民涉及贿选。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则批驳对方“未审先判”，
当事人、参选新竹区域“立委”的
郑正钤也回击对手“抹黑”。在
选情陷入胶着的基隆市，民进党

“立委”候选人蔡适应指称国民
党候选人郝龙斌举办茶会给选
民发现金，还给帮助发放文宣资
料的居民提供工资和盒饭。郝
龙斌方面除回应“子虚乌有”、

“贼喊捉贼”外，还反控对方向企
业要钱。

类似的“泥巴战”屡屡上演，
至于真相为何，只能说“信者恒
然，不信者恒不信”，因为案情一
般都要到投票结束多时，司法机
关才能查得水落石出，对于选举
结果实际影响并不大。

公安部原副部长李东生获刑15年
与其弟收受财物合计2198万元 主动退赃认罪悔罪被从轻处罚

“大选”投票临近
台湾各地“贿”声“贿”影

湖光山色争艳 厚重人文得真
中国都市全媒体旅游圈（湖南郴州）峰会举行

濂溪书院

按照当前成品油定价机制
计算，新年第一轮价格调整周
期为 2015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6年1月13日。机构预计，
鉴于前两轮调整均被暂缓，此
次继续暂缓的可能性较大。

此周期内，中东局势紧张，
曾一度推高油价。然而美国原
油库存意外增加，美元汇率增
强和供应充裕抵消中东局势紧
张影响，同时受全球股市下跌
影响，欧美原油期货跌至十多
年来最低价位。

隆众石化通成品油分析师
薛群表示，根据隆众石化通测
算的数据，预计对应下调幅度
为85元/吨，新一轮成品油调
价窗口将于1月13日24时开
启。但是鉴于2015年12月份
两次成品油价格下调落空，目
前国家发改委仍未出台关于新
定价机制的相关政策，所以
2016年首轮成品油价格下调
搁浅的可能性依旧很大。

安迅思监测数据也显示，
截至1月11日，国内汽柴油零

售价下调幅度约60元/吨。根
据目前影响国际原油价格走
势的因素来看，国际油价短期
仍将低位震荡，跌幅预计在90
元/吨，测算到零售价格90号
汽油和0号柴油（全国平均）
每升分别下跌0.06 元和 0.08
元。如果累加 2015 年 12 月
15日和 12月 29日未调整的
幅度，最终跌幅可能在 500
元/吨以上。

不过安迅思也认为，新的
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在不久的
将来即将推出。而参考上两次
国家发改委暂缓下调油价的先
例，在新调价机制未出台之前，
本周三价格下调可能再次暂
缓。

2015年12月31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就进一步完善成品
油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成品油
价格进一步市场化召开座谈会
征求意见。当月15日与29日
的油价调整均被暂缓，新机制
何时出台尚无消息。L

据新京报

机构预计
新年首次油价调整或继续暂缓

教师以低俗语言威胁学生
昆明卫校：已将涉事教师开除

□本报记者 文图

本报讯 1月 7日至10日，
由三湘都市报组织发起的中国
都市全媒体旅游圈（湖南郴州）
峰会在郴州举行，大河报、江南
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新安晚报、
南国早报、扬子晚报、贵州都市
报、广州日报、海峡都市报、华西
都市报等11家都市类媒体负责
人聚首郴州，围绕“传统媒体如
何做大做强旅游等非报产业”、

“郴州如何进一步发掘宣传旅游
资源”两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
结合本次峰会主题，一行人

考察了以郴州汝城县为代表的
主要旅游景点和项目。汝城县
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湘、粤、赣
三省交界处，素有“鸡鸣三省，水
注三江”之称，是湖南通粤达海
的“南大门”。汝城是中国农耕
文明发祥地和理学文化发源地，
是有名的“古祠堂之乡”、“香火
龙之乡”，境内的热水温泉是华
南地区“流量最大、水温最高、水
质最好、面积最广”的天然热
泉。参会人员还考察了郴州资

兴市的旅游资源，资兴境内拥有
烟波浩渺的东江湖、璀璨夺目的
兜率岩等，是湖南省文化旅游产
业重点县。

考察中，濂溪书院、汝城祠
堂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热水温
泉的珍稀性以及东江湖、黄草镇
等景点旖旎的自然风光，都给嘉
宾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郴州峰会是中国都市
全媒体旅游圈交流的第二站，既
是一次媒体行业峰会，同时也是
现今经济环境下纸媒抱团取暖
的又一次深入交流。通过再一
次的思想碰撞，都市类媒体正合
作打造一个强大的、共同推介的
合作平台，让各个媒体单位能进
一步在平台上发挥聚合效应，继
续在旅游等非报产业的经营模
式和发展战略上有新的思维突
破。

2015新丝路湖南模特大赛
总决赛是本次峰会的一个亮
点。它将活动与当地的旅游资
源、旅游项目结合起来，利用活
动进行大手笔、全方位推广，彰
显当地的旅游品牌。本次峰会
的主办单位三湘都市报总编辑
张云梦表示，这是借助活动赛事
带动区域旅游发展的一次有益
尝试，也是纸媒转变传统经营思
路的一次探索。

“昆明市卫生学校一名教
师以低俗不堪的语言与女学生
聊天，并以挂科威胁学生”的消
息连日来引发广泛关注。记者
12日从昆明市卫生学校了解
到，涉事教师胡某某已被学校
开除，学校已向学生、学生家长
和社会公开道歉。

11日，昆明市卫生学校一
名学生与班主任的QQ聊天记
录被曝光。根据聊天记录截图
显示，这名备注为“胡某某”的
男子多次以粗俗的语言威胁对
方，称不与自己发生性关系就
将对方挂科。

记者12日来到昆明市卫
生学校，该校副校长武绍宏告
诉记者，经过多次做工作，教师
胡某某承认网络曝光的相关信
息为自己所发，目前胡某某已
被学校开除。

武绍宏介绍，11日上午学
校接到学生家长电话举报，立
即找到当事教师胡某某谈话调
查，但胡某某态度极为恶劣，说
本人QQ账号被他人盗用，网
络曝光的信息非自己所为。当
学校相关领导要求查看胡某某
手机时，相关聊天信息已经被
删除。随后，学校向附近的嵩
明公安分局龙保派出所报案并
再次向胡某某说明事件的严重
性。11日 22点多，胡某某终
于承认QQ聊天中的低俗及威

胁语言为自己所发。
据昆明市卫生学校学生处

处长马祖彦介绍，涉事教师胡
某某为2015年 7月毕业后到
校任教，担任医学检验的任课
教师及2015级药剂6班班主
任。10日晚，学生朱某某通过
QQ向胡某某了解考试成绩，
随后便发生了前述网络曝光的
事情。马祖彦称，学校已于6
日放假，任课教师处于休息状
态。

12日上午，昆明市卫生学
校召开校务会，决定给予胡某
某开除公职的行政处分。“不管
怎么样，这名老师的言行都不
应该。”武绍宏说，胡某某身为
人民教师，利用网络与女学生
谈论低俗内容，对学生进行威
逼，被曝光后态度恶劣，不但不
向学生及家长赔礼道歉，还故
意对学校隐瞒事实真相，玷污
了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

针对此事，昆明市卫生学
校还向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
公开道歉，表示将深入开展职
业道德教育，严格整治师德师
风。据武绍宏介绍，学生家长
已接受学校道歉并对学校的处
理结果表示满意。

记者了解到，昆明市卫生
学校为一所公注民营的中专，
目前有43个班级、4461名在
校学生。L 综合新华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