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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台办：

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是赤裸裸地贩卖“两国论”

“红通人员”许超凡
一审获刑13年

新华社广州10月13日电 2021 年 10 月
13 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银
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贪污、挪用公款案进
行公开宣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
判处许超凡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万元；对犯罪所得赃款予以追缴。许超凡
表示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许超凡于2001年畏罪外逃，2002年1月
被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国际红色通报，在美国因
洗钱、转移盗取资金等犯罪被羁押近13年，经
其自愿选择，于2018年7月被遣返回国。

经审理查明，自1993年始，许超凡利用担
任中国银行开平支行行长、中国银行广东省分
行业务处处长等职务便利，伙同他人采用办理
虚假贷款套取银行资金、占有公司正常还贷资
金或直接转款等手段贪污公款美元6221.73万
余元、港币1.29亿余元，挪用公款人民币3.55
亿余元、港币2000万元、美元1.24亿余元。

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许超凡
的行为依法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应依法
惩处。鉴于许超凡自愿回国受审，到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依
法可对其减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微博发帖侮辱英烈董存瑞
北京一女子获刑7个月
记者 13 日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获

悉，该院 12 日对被告人许某侵害英雄烈士名
誉、荣誉案作出一审判决，依法判处许某有期
徒刑7个月；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
内主要门户网站及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经查明，被告人许某使用微博账户先后发
布2条包含侮辱英雄烈士董存瑞内容的信息，
阅读次数达9万余次，引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愤
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庭审中，许某自愿认
罪认罚。

东城法院认为，英雄烈士是中华民族的脊
梁，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
史记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是
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告人许某
的行为侮辱了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了
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已构成侵害英雄烈
士名誉、荣誉罪，依法应予刑罚处罚，并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 据新华社

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
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

被提起公诉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贵州省政协原

党组书记、主席王富玉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
力受贿罪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审查起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
告人王富玉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
王富玉，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
指控：被告人王富玉利用担任海南省琼山市委
书记、市长，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海
南省委副书记、海口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副书
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主席，贵州省正部级领
导干部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
他人巨额财物；被告人王富玉离职后，利用原
担任贵州省政协主席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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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
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国台
办发言人马晓光13日在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应询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两岸关系决不是“国与国”关系，
所谓“互不隶属”就是赤裸裸地贩卖

“两国论”。
针对民进党当局领导人日前“讲

话”中提及所谓两岸“互不隶属”，马
晓光说，国台办发言人以书面形式
对所谓“讲话”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回
应。这篇“讲话”鼓吹“台独”、煽动
对立，割裂历史、扭曲事实，以所谓

“共识、团结”为幌子图谋绑架台湾民
意，勾连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
张目。

他指出，1949年以来，尽管海峡
两岸尚未完全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
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
能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也

决不允许分割。无论怎样包装“台
独”分裂主张，都不能掩盖其分裂国
家的邪恶用心。由此更加说明，是民
进党当局的谋“独”挑衅造成当前两
岸关系紧张动荡，威胁台海地区和平
稳定。我们打击遏制“台独”，是完全
必要的正义之举。

马晓光表示，最近一段时间以
来，国台办和相关部门的表态以及有
关行动，都表明了我们的严正立场态
度，发出了清晰信号。我们决不容忍
任何“台独”行径，决不允许台湾从中
国分裂出去，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
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倘若民进
党当局执迷不悟、不知悬崖勒马，只
会把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马晓光指出，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的这篇“讲话”，代表不了 2300 万台

湾同胞的主流民意。反对“台独”，希
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包括台湾同
胞在内的两岸同胞的共同民意。

对于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声称“愿
在对等不设政治前提原则下持续以
开放态度与大陆展开对话”，马晓光
应询表示，“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发
展的共同政治基础，也是两岸协商对
话的共同政治基础。坚持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对话沟通不
是问题；否认“九二共识”、背离一个
中国原则，任何对话交往都无从谈
起。2016 年以来，是民进党当局否
认“九二共识”，破坏对话基础，关闭
了两岸协商对话的大门。民进党当
局一面声称愿意“对话”，一面变本加
厉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这种卑劣的两面手法，既是对岛内同
胞、也是对国际舆论的欺骗。

近日，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
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开
展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先进
事迹学习宣传活动，2个先进集体
和17个先进个人获此殊荣。

一朝入伍，军魂永驻。他们虽
告别军旅，但不忘为民初心、不改军
人本色，在各行各业奋发有为，始终
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抗击疫情
永葆“为民服务”本色

“2003 年，你出征北京抗击
‘非典’；2020年，你出征武汉……
加油，妈妈！”重温女儿这条信息，
退役军人、西安大兴医院质控科
主任刘维眼角湿润，思绪被拉回
到一年多前。

2020 年新年伊始，面对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刘维第一
时间写下请战书，奔赴抗疫一线，
成为陕西省 41 家医院护士的“临
时护士长”。

刘维 16 岁考入军校护理系，
2003年作为消化内科护士参与抗
击非典疫情。17 年后，已经脱下
军装的她再次冲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最前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
这也是所有退役军人对党和

人民的庄严承诺。
1993 年退役的孟金霞，现为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巾帼家
政服务协会会长。在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孟
金霞通过朋友圈、微信群组建起
了两支突击队：由 54 名退役军人
组成的抗疫突击队，以及巾帼家
政服务协会工作人员组建的家政
服务队。

两队人马，一个使命。登记
外来人员、排查外来车辆……在
孟金霞带领下，他们辛勤奔走在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多个办事处

和社区，为基层防疫作出了贡献。
2010 年退役的衡飞来自天

津，他从学习修鞋、洗鞋开始创
业，创办的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先
后成为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
第十四届全运会洗衣服务商。

在疫情期间，衡飞组织公司
员工24小时为公安干警提供警服
的消毒杀菌服务并免费发放洗衣
券，还为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队
员免费进行全方位衣物杀菌和清
洗服务。

“退役了也要保持为民服务
本色，就是洗衣服也要比别人做
得更好、更贴心。”衡飞说。

扎根基层
带领乡村百姓致富

“只要庆峰到地头，桃子丰收
有盼头！”在退役军人、辽宁边检
总站丹东边境管理支队大江口边
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李庆峰负责
的河口村，村民们这样说。

早些年，一些村民认为种桃
周期长、投入大，想砍了桃树，是
李庆峰请来果树专家，并协调地
方政府下拨专项资金，为果农购
置农药、肥料和种植器具。

如今，来河口村赏桃花、买桃
子、体验农家乐的人多了起来，村
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桃树成
了村民的“摇钱树”。

河口村今天的光景，源于李
庆峰10余年对当地的深入走访和
了解。“家有山地的村民可以发展
什么产业，家有渔船的怎么进一
步致富……只有了解了这些情
况，才知道下一步怎么干。”李庆
峰说。

安徽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埇
桥综合实验站站长王敏退役26年
来，坚守农业战线，探索秸秆全量
还田技术，在安徽全省推广，仅
2016 年至 2018 年累计节约成本
7419 万元；他普及冬小麦精量播

种技术，播种面积达240万亩，为
农民节约耕种成本近9000万元。

在广西博白县凤山镇峨嵋
村，退役军人李春燕创业成功后
回到家乡担任村党总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带领村民种植银妃
李、青柚等水果，将该村打造成远
近闻名的果园村。她推动村里参
与县农村改革试点，带领村民以
土地经营权形式入股合作社参与
分红，成功带动村民创业致富。

立足本职
平凡岗位续写精彩人生

3 年，将区域内 1467 公里输
电线路牢记于心；23年，巡维路程
超 30 万公里……脱下军装，穿上
工装，在南方电网贵州兴义供电
局工作23年的龙福刚常说：“要把
军人的精气神带到工作岗位上，
时刻胸怀责任与担当。”

从业以来，龙福刚以军人的
坚韧和执着，带领班员开展了500
余次高压输电线路带电检修，连
续 8400 余天带电作业“零差错”

“零事故”。
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
龙吉克·卡德尔是新疆喀什

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
义务护边员，2008 年退役后主动
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回到家
乡，沿着爷爷、大伯、父亲的足迹，
担负起护佑一方百姓的责任。

在广东省珠海市淇澳—担杆
岛自然保护区，护林员刘清伟从
部队退役后便来到这里，一待就
是 32 年。他履职尽责，多次冒着
生命危险守护珍稀植物，和队友
们先后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
回被盗挖的罗汉松、黄杨等珍贵
植物2000多株，为国家挽回上亿
元经济损失。

辛勤耕耘、默默奉献，这些退
役军人，无愧“最美”称号。

据新华社

战斗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走近2021年度“最美退役军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