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25日
对外通报，今年1月至6月，
全国检察机关侦查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5794件 8232
人；4000余件损害群众利
益渎职侵权案被查办；503
人在重特大事故中涉职务
犯罪被查处。

33名厅官因渎职落马

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
厅厅长李文生介绍，今年上
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
侵权部门共立案查处县处
级以上干部要案303人，同

比上升21.2%；其中地厅级干
部33人，同比上升266.7%。

据悉，今年上半年，检察
机关连续查办了湖北省政协
原副主席陈柏槐滥用职权、受
贿案，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
名谦玩忽职守案，甘肃省国土
资源厅副厅长宋史刚滥用职
权、受贿案等一批大案要案和
窝案串案，有力地惩治了渎职
侵权犯罪。据透露，今年下半
年，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
部门将以食品药品、 生态环
境、征地拆迁、涉农惠民补贴
等领域渎职犯罪案件为重点，
进一步加大执法办案力度，推

动查办大要案。

查处县处以上干部增多

据通报， 检察机关反贪
持续发力， 县处级以上干部
贪污贿赂犯罪要案1676人
（含厅局级182人），与去年同
比上升32.3%。同时，严把办
案质量，有罪判决率99.8%。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
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介绍，
1月至6月， 全国检察机关立
案侦查行贿犯罪4397人，与
去年同比上升37.6%。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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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获331名选委会委
员提名， 跨过了澳门第四任行
政长官候选人提名资格门槛。

331

我国成外来生物入侵
最严重国家之一， 入侵物
种达到529种。

529

广西南宁多名村民
阻挠林场施工， 持刀砍
伤9名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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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喜事件:�食药监局
7次都没检出问题

解放军月底将在东海
举行实际使用武器训练

读题区

知蜂堂蜂胶
无药物添加同样能调节血糖

三年冷藏、酿熟度高
才有珍贵的萜烯类物质

天然黄酮类化合物
自然配比无人工添加

三年临床验证
十五年品质鉴证

专利提纯
让铅汞含量低于国家标准

严谨的态度
让您放心选择每粒蜂胶

15周年特惠
500万现金券免费送

北京知蜂堂 15 周年之际，献爱心，办实事，关爱糖尿病人健康。 面向湖南用户免费发放 10000 张现金优惠
券，打进电话即可免费申请，送完为止。

老顾客凭会员卡与您的专职健康顾问联系，提出自愿申请条件，预
约时间后到指定店面领取；
新顾客拨打 400 全国免费热线，提出自愿申请条件，每天每地区限
量送出 10张，受理后到指点店面领取。

申领方式：

全国免费热线：400-890-9993����(时间：9：00-17:30)

1、

2、

知蜂堂工厂蜂胶原料常年储备达到 160 吨以上，并
将收购好的毛胶储存在零下 18 摄氏度的冷库中长达三
年以上。 让蜂胶中珍贵的萜烯类物质和芳香类化合物酿
熟度达到峰值， 用这样的原胶生产出来的蜂胶才具有调
节血糖的作用。

蜂胶是工蜂采集植物的树脂和芽孢结合自身的上
颚腺、蜡腺等分泌物混合形成的胶状物体。 从植物中采
集来的黄酮类化合物与蜜蜂分泌物发生一系列化学反
应后， 使之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才具有特定的保健功
效，达到免疫调节、调节血脂的作用。

北京知蜂堂蜂胶上市之前，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北
京西苑医院做过三年临床验证，医学证明：北京知蜂堂
蜂胶具有“调节血糖、免疫调节、调节血脂”的功效，适
合血糖、血脂偏高人群，中老年及免疫力低下者服用。
上市 15 年以来，服用人群过百万，得到广大用户的好
评。

纯天然物质都含有一定的重金属， 国家限量标准
为≤0.5ppm(mg/kg)，北京知蜂堂蜂胶的提取、提纯工艺
和设备获得了国家专利（独家专利号：ZL200610078650.
3）。此项工艺技术不仅保留了蜂胶中三百多种有益成分，
并且让铅汞残留仅为≤0.01ppm， 远远低于国家标准，才
适合糖尿病人长期服用。

北京知蜂堂的蜂胶生产一共要经过四道严格关卡。 第
一关为原料关， 知蜂堂专业的收胶团队选择黄金纬线 28
度附近去收购，这个范围线上的蜂胶纯度高、色泽好；第二
关为环境关，知蜂堂蜂胶生产车间达到 GMP 药品生产标
准，确保每粒蜂胶的品质；第三关为提纯关，采用国际先进
冷凝逆流和超声波提取相结合，让每粒蜂胶更纯净；第四
关为检验关，苛刻的理化检验和每批次蜂胶三年以上的保
存，让每粒蜂胶都能追索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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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51789353.39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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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9�1�4�7�7�4�3

排列 5开奖号码：8�9�3�8�8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8�9�3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1
25
185
3166
40002
493606
536985

5000000
23341
1800
300
20
5

5000000
583525
333000
949800
800040
2468030
10134395

3978
0

9740

1000
320
160

3978000
0

1558400

7 100000 700000

上半年33名厅级渎职官员落马
最高检：下半年将重点打击食品药品等领域渎职犯罪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5083起，6601人受到处
理，2127人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

为掌握全国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
况， 中央纪委在31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59个中央和国家机
关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廉政通报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
林25日表示， 银监会已正
式批准三家民营银行的筹
建申请。

这三家民营银行分别
是：腾讯、百业源、立业为
主发起人， 在广东省深圳
市设立深圳前海微众银
行； 正泰、 华峰为主发起
人， 在浙江省温州市设立

温州民商银行；以及华北、麦
购为主发起人， 在天津市设
立天津金城银行。

这三家试点银行在发展
战略与市场定位方面各有特
色，如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将办
成以重点服务个人消费者和
小微企业为特色的银行，温州
民商银行定位于主要为温州
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和小区居民、县域“三农”提供
普惠金融服务；天津金城银行
将重点发展天津地区的对公
业务。

尚福林表示， 下一步银
监会将继续指导另外两家首
批试点银行的筹建小组加快
完善和确定筹建方案，适时扩
大试点范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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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青冈县县委宣
传部25日通报， 发生在祯祥
镇敬老院的4名养老者睾丸
被切案已告破， 犯罪嫌疑人
王某的作案动机为酒后寻求
刺激和发泄不满。 据公安机
关调查，王某属于智障人员，
有过自残行为， 目前已被警
方刑事拘留。 ■据新华社

老人睾丸被割案告破
智障人员酒后
寻刺激作案

海南“霉面包”供货商
被吊销许可证罚34.8万

三家民营银行获准筹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