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院改革 年駁回15%死刑

最高法自2007年1月1日統一行使死刑核准權以來，先
後頒布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覆核死刑案件若干問

題的規定》等一系列規範性文件，在死刑覆核工作中嚴格
把關，堅持「慎殺少殺」，結束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權下
放26年的歷史。
蕭揚指出，最高法在統一死刑適用標準後，確保了死刑

只適用於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
害性極大」的刑事犯罪分子。07年，因原判事實不清、證
據不足、量刑不當、程式違法等原因不核准的案件，佔復
核終結死刑案件的15%左右。

擴大公開審判 教路民眾告官

蕭揚在報告中還表示，公開審判制度的強化和規範，保
障了當事人在立案、審判、執行、審判監督等各環節對審
判權運行過程的知情權。此外，全國法院系統還建立了新
聞發言人制度，及時發佈重要審判信息，主動接受輿論監
督。
2007年6月，最高法首次以司法文件的形式對公開審判

進行全面規範。意見首次明確：公開審判工作的基本原則
是依法公開、及時公開和全面公開。
而針對許多群眾「不會告官」的狀況，最高法還要求各

級法院以設置公告牌、建立網站等方便查閱的形式，公佈
本院管轄的各類案件的立案條件、由當事人提交的法律文
書的樣式、訴訟費用的收費標準及緩、減、免交訴訟費的
基本條件和程式、案件審理與執行工作流程等事項。

推進司法民主 百萬案件陪審

此外，人民陪審員工作機制的完善亦被內地媒體稱為
「最具民主性」的改革。2004年，針對人民陪審員陪而不
審的狀況，全國人大常委會出台了《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
制度的決定》，規定人民陪審員可以依法在開庭前調閱案
卷、在庭審中發問、在合議庭裡行使獨立表決權等。
蕭揚指出，最高法認真貫徹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自2005年5月1日起，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選任具有
廣泛代表性的人民陪審員55,681人，參與審理案件121萬
件，充分發揮了人民陪審員制度維護司法公正、促進司法
公開、推進司法民主的作用。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今日提
交到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審議的最高

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透露，過去5年，中國有13,929名縣
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涉嫌犯罪，其中廳局級930人，省
部級以上35人；大案、要案佔立案數比例分別從2003年的
46.8%和6.3%上升為2007年的58.3%和6.6%。
此間反腐專家分析指出，報告一方面透露了中國目前依

然嚴峻的腐敗現象；另一方面，從涉案官員及大案、要案
激增的數字可以看出，中央經過5年來的反腐運動及反腐
制度建設，目前已逐漸形成「中央力推、全民參與」的反
腐新佈局，反腐路徑由中央力推、高端行動擴大到群眾舉
報、民間參與，反腐領域由政府部門擴大到商業賄賂在內
的全領域等。

■全民反腐新佈局

專家還指出，「今年兩高報告中的反腐成果，再一次向
世人展示中央與腐敗分子『水火不相容』的清廉姿態，以
及強力反腐不動搖、不手軟、不姑息、不避高官的巨大決
心。」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表示，五年來立案偵查貪

污賄賂瀆職侵權的案件有17.9萬件，比上屆少一成
三，涉及20.9萬人，少近一成。他解釋，宗數及人
數都減少，主要因為執法的準繩度提升。
專家總結認為，從過去5年查處情況看，內地腐

敗已形成利益集團化、權力資本化、貪官年輕化
三大特點。
針對上述嚴峻情況，中央繼續保持反腐高壓態

勢，對高官作風進行嚴密監督，建立並完善了一
整套中共反腐鐵腕制度。
另據此間權威人士透露，近期《建立健全懲治

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推出後，
如何多管齊下盯住「一把手」，將列入本屆中央反
腐研究新課題。

■內地腐敗三趨勢

利益集團化：官與官勾結、官與商勾結、官與媒體勾
結、官與黑社會勾結。由此形成的「利益集團」相互庇
護、相互分享，即使輿論壓力再大，腐敗官員也一時不
下台。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一手遮天，壟
斷地方媒體，為權力集團歌功頌德，同時利用黑社會打

擊舉報。
權力資本化：腐敗金額動輒幾百萬、上千萬。拿2006年

與2007年相比，2006年受賄涉案金額平均值為243.41萬，
2007年則高達3,506.43萬。
貪官年輕化：2007年貪官平均年齡53.3歲，與2006年相

比，年輕了近2歲。

【本報訊】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向
人大提交工作報告，指五年來逮捕的各類刑事
疑犯420萬人，上升兩成；批准逮捕危害國家安
全的疑犯2,404人，提起公訴2,451人，他強調，
將加強執法，確保京奧成功舉辦。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亦在報告中表示，

過去五年，涉及港澳的民事案件有2.6萬多
件，增加超過三成，本港商會相信，是由於
內地法規越趨完善，令港商有渠道爭取權
益。

【本報訊】據新華社10日電：針對本屆兩會上不少
代表委員提出的最高法院四大「敏感」話題—死刑核
准、貪官免死、法院窩案、賠錢減刑，最高法院新聞
發言人一一作了回應。

No.1：死刑核准

質疑：收回核准權後，個別地方重大刑事冤錯案件
仍時有發生，死刑案件審判品質到底如何？
回應：最高法堅持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在對

「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判斷上，在對訴訟程式的正當
合法上，在對「罪行極其嚴重」的死刑標準把握上，在
對「可殺可不殺」的政策權衡上，要求更加嚴格，標準
更加統一，品質更有保障。

No.2：貪官免死

質疑：有的貪官受賄數額很大，為何沒有判處死刑
立即執行？
回應：受賄數額是認定受賄罪情節是否特別嚴重的

一個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人民法院還應當結合案
件的其他具體情況，如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積
極退贓等量刑情節，刑罰適用平等是刑法的一項基本
原則，貪官並不享有法外特權。

No.3：窩案頻發

質疑：近年法院院長因受賄落馬事件頻發，最高法在
加強法官隊伍廉政建設方面有什麼更強有力的措施？
回應：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最高法院及地方各級法

院將進一步加強法院各級領導幹部作風建設，繼續抓好
司法廉潔教育，引導法官自覺樹立廉潔意識；進一步加
大查辦案件力度，對極少數腐敗分子決不留情。

No.4：賠錢減刑

質疑：個別地方法院推行的「賠錢減刑」舉措是否
於法有據？
回應：根據有關司法解釋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

害人物質損失的，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
據此，對於被告人認罪態度較好，積極主動賠償被害
人損失並取得被害人諒解的，法院可以認定被告人有
悔罪表現，作為量刑情節酌情從輕處罰。

最高法回應
四大敏感話題

危害國安者 5年拘逾2000人

「兩高」報告公佈 死緩犯數目首超立即執行

最高法報告數據5年對比
分類 2003年 2008年 變幅

共審案件 20,293件 20,451件 ↑0.78%

地方和專門法院共審 2,960萬件 3,178.4萬件 ↑1.59%

審結一審刑事案 283萬件 338.5萬 ↑19.61%

共審結治安案件 109萬件 120萬件 ↑9.16%

嚴懲貪污賄賂 83,308人 12萬件 ↑30.57%

監督指導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審結一審民事案件 2,075.1萬件 2,214.5萬件 ↓6.25％

審結侵犯知識產權案 2,227件 2,962件 ↑1.33倍

違紀違法的法官 468人 218人 ↓53.42%

協調和督辦跨地區民事執行案件 1,000件 1,038件 ↑3.63%

強制執行案件 1,208萬件 1,080萬件 ↓11.91%

最高檢報告數據5年對比
分類 2003年 2008年 變幅

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3,601,357人 4,232,616人 ↑20.5%

提起公訴 3,666,142人 4,692,655人 ↑32.8%

批准逮捕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 3,402人 2,404人 ↓41.5%

提起公訴 3,550人 2,451人 ↓44.8%

集中清理糾正超期羈押 24,921人次 85人次 ↓24,836人次

立案偵查瀆職侵權犯罪案件 15,206件 34,973件 ↑2.3倍

2007年不服檢察機關處理決定的信訪 3,924件 5,814件 ↑32.5%

檢察官利用檢察權貪贓枉法、徇私舞弊 277人 92人 ↓66.8%

涉嫌犯罪的縣處級以上國家工作人員 12,830人 13,929人 ↑1,099人

今日(3月11日)兩會議程
人大

上午9點 代表小組審議最高法最高檢工作報告

下午3點 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 聽取國務委員兼
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
方案的說明，表決第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
第一次會議選舉和決定任命的辦法草案。

政協

上午9點 小組討論（選舉辦法草案、候選人名單草
案和推舉監票人）

下午3點 列席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
會議，聽取關於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說
明。

最高法牽頭的9項改革領域
■1.死刑核准制度

■2.民事再審制度

■3.民事執行制度

■4.人民陪審員工作機制

■5.審判管理制度

■6.未成年被告人審判制度

■7.司法救助制度

■8.案例指導制度

■9.裁判文書製作和公布制度

高壓遏貪 緊盯「一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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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和審議兩高報告，逾5,000名代表委員參加。 中新社 ■溫家寶出席聽取兩高報告。 中新社

■胡錦濤、吳邦國出席聽取兩高報告。 中新社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0日電】十一屆

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今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

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聽取和審議最高人

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蕭揚在報告中表示，中央確

定由高法牽頭的9項改革任務已經完成，其

中廣受關注的死刑覆核權回收問題，目前

銜接過渡平衡有序，案件審判運行正

常。據了解，最高法收回死刑覆核權的

一年多來，內地判處死緩的人數多年

來首次超過判死立即執行的人數。

專家分析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賈春
旺。 中新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蕭揚。
中新社

■2003-2007年中國提起公訴刑事犯罪嫌疑人分類情況

■2003-2007
年中國立案偵
查職務犯罪嫌
疑人分類情況

正在北京出席全國兩會的新疆自治區政府
主席努爾．白克力前天透露，7號早上

約10時，南方航空一班原定由烏魯木齊飛往北
京的航機發生險情。機上有人企圖製造空難，
幸被空乘人員及時發現，將歹徒制服後飛機緊
急迫降蘭州。
在會議現場，有記者詢問新疆自治區黨委書

記王樂泉，疑犯是否維吾爾族人，王樂泉點頭
肯定。王樂泉又說，「疆獨」等少數分子正千
方百計，企圖破壞北京奧運，但這些人能力有
限，當地執法人員早前已搗破一個犯罪組織。
恐怖分子企圖在新疆飛往北京航機上製造空

難事故，幸及時被機組人員制止，當局仍調查
疑匪究竟怎可以通過安全檢查，帶易燃液體上
機。而當局經過初步調查後，指烏魯木齊機場
保安系統出現嚴重漏洞，但究竟漏洞在何處，
仍需要深入調查了解。

烏市機場增派公安巡邏
企圖劫機事件發生後，烏魯木齊機場不時有

公安巡邏，監察是否有可疑人物出現，公安車
亦在機場外戒備。南方航空地勤人員表示，旅
客上機前的安全檢查比以往做得嚴格，「行李
每一件都要看，不可能帶甚麼易燃、易爆、小
刀，甚麼都不讓帶，金屬製品都不讓帶。」
烏魯木齊機場規模不算大，每日旅客量不算

多，但到底為何旅客量少，保安人員仍然會走
漏眼，相信當局要進一步調查才知結果。
據媒體報道，武警總隊政委喻林祥在接受採

訪時表示，恐怖分子企圖劫機、製造空難的事
件被粉碎，充分說明國家安全系統非常完備，
強調恐怖分子一旦進入中國，最終的結果就是
「滅頂之災」。

網友稱曾攜違禁品過關
對於相關官員公開表示中國機場安檢系統完

備的言論，內地網友則發出質疑，更有網友表
示自己或自己的親朋曾經無意攜帶違禁品而順
利過關，矛頭直指機場安檢漏洞。最早向外界
散發「劫機」事件經過的乘客之一網友
「Luckie」所發貼的內地網站論壇上，有眾多
網友跟貼表示關切，其中跟貼最多的內容即是
表示對地面安檢制度的不滿。網友akafell說，
「地面安檢幹什麼吃的？」網友superisaac則說
「我爸前幾天從烏市(即指烏魯木齊)飛北京，包
裡帶了把電工刀竟然沒被查出來！」網友
SHEN0K則問道「機場案件沒發現的東西，飛
機上怎麼被發現的？」網友Westmoreland感嘆
「地面安檢這麼沒用啊人」網友hhq表示，「再
也不去烏魯木齊了太可怕了」網友appleton表
示「看來東突恐怖分子真是不容輕視啊，奧運
會安保面臨考驗」「國內的飛機安檢純屬扯
淡，我爸媽上次坐飛機去雲南玩了一趟，先飛
機到西安，再從西安到昆明，再從昆明到西
安，再從西安到銀川的時候，機場安檢才檢查
出隨身行李裡有個小水果刀，這水果刀已經三
次上飛機了，我爸媽不過是忘記而已，要是恐
怖分子，帶個刀這麼容易就上飛機，可真是太
方便了」當事人Luckie剛表示「明顯是安檢疏
忽，我們倒了霉。」網友chevalier剛安慰說
「也好，好在沒出事，給那幫安檢敲個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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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該航班為7日上
午10點35分從地窩堡國際機場起飛，該消息人士稱，
在飛行途中是一空姐先聞到淡淡的汽油味，按照氣味
的方向尋找，很快發現一「十八九歲」的維族女孩為
氣味源，空姐上前查詢，發現異常，機組人員隨後協
力將疑犯控制。該消息人士還向南方都市報記者透
露，疑犯至少2人，其中一為「十八九歲的女孩」。飛
行隨後於12點40分緊急降落在蘭州中川機場，幸全部
機組和乘客無恙，目前當局仍在調查疑犯的身份及犯
案動機。

據中國民航總局網站消息，中國民航總局證實，
2008年3月7日，中國南方航空公司從烏魯木齊飛往北
京的CZ6901航班在飛行途中發現個別旅客持有可疑液
體，為確保旅客安全，飛機備降蘭州中川機場，經排
除後飛機安全抵京。
該說法基本得到證實，由國家民航總局發出的內部

緊急通報稱，歹徒是在洗手間內欲點燃燃料引爆飛機
時被空乘人員發現的，歹徒共兩名，初步查明新疆機
場方面安檢確實存在重大紕漏，安檢人員出現漏檢險
釀驚天慘劇。

【本報北京新聞中心記
者、實習記者林曉東、趙
一存10日電】日前新疆挫
敗一起企圖實施恐怖劫機
的事件，並未對首都機場
的乘客選擇飛機出行造成
心理影響，一切航班運行
正常，乘客出入自如，飛
機仍是乘客方便、安全和
快捷的首選交通工具。
機場候機大廳也坐滿候

機乘客，很顯然新疆劫機
事件並未對乘客選擇飛機
出行造成心理影響，幾位
乘客向記者表示，該事件
影響不大，飛機仍然是最
方便和安全快捷首選交通
工具。
有由新疆烏魯木齊到達

北京的旅客說，未見機場
加強保安；不過，亦有旅
客表示，在新疆機場停車
處，多了保安人員巡邏，
安檢程序與以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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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記者 岑思敏)新疆
發生駭人的企圖劫機事件，令人
擔心該地是否成為恐怖襲擊溫
床，不宜再往旅遊。不過，香港
旅遊業界表示今次僅屬個別事
件，而本港往新疆的旅行團亦不
多。保險界人士則指出，據稱疆
獨分子揚言要破壞北京奧運，保
險公司為減低風險，往北京的旅
遊保費或會提升。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

示，香港前往新疆的旅行團不
多，業界暫時不擔心新疆團的安
全，對機場及航空公司嚴謹的安
全檢驗亦有信心。

旅遊淡季新疆不成團
康泰旅行社副總經理陳建鵬亦表

示，新疆旅遊一向少香港人問津，
加上現時是旅遊淡季，當地並無本
港旅行團，而旅行社直至復活節前
亦不會辦新疆團。由於有興趣去新

疆的港人一向較少，旅行社不會因
事件調整團費，亦不擔心會影響新
疆報團率。中旅社旅行團業務部副
總經理吳熹安更認為，旅行團多數
乘搭直航班機往新疆，估計無此危
機。雖然過去亦會轉乘內陸機，但
今次僅屬為個別事件，旅客不用過
分擔心。
對於有疆獨分子揚言要破壞北

京奧運，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
會長羅少雄稱，除非當局有相對
有效的措施穩定局勢，否則保險
業界會認為前往北京的風險提
高，為減低風險，必會提高前往
北京旅遊或經營業務的保險費。
現時市民一般購買的旅遊保險，
保費較低，未必有替恐怖襲擊等
承保。他說，若香港旅客遇上類
似劫機事件，首先要由官方界定
事件的性質屬意外或是恐怖襲
擊，再由保險公司按條文來決定
是否作出賠償。

本港赴京旅遊保費或升

槍枝、軍用或警用械具類（含主要
零部件）

爆炸物品類

管制刀具

易燃，易爆物品

毒害品

腐蝕性物品

放射性物品

其他危害飛行安全的物品，如可能
干擾飛機上各種儀表正常工作的強
磁化物、有強烈刺激性氣味的物品
等。

國家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禁止攜
帶、運輸的物品。

禁止旅客隨身攜帶但可托運物品：

指除上表規定的物品外，其他可以
用於危害航空安全的菜刀、大剪刀、
大水果刀，剃刀等生活用刀，手術
刀，屠宰刀，雕刻刀等專業刀具，文
藝單位表演用的刀、矛，劍、戟等，
以及斧，鑿、錘、錐、加重或有尖釘
的手杖、鐵頭登山杖和其他可用來危
害航空安全的銳器、鈍器。

中國民航總局

內地禁止旅客
隨身攜帶或托運物品

【本報綜合報道】據美聯社
路透社法新社報道：數百名
「藏獨」分子9日在尼泊爾首都
加德滿都企圖遊行到中國大使
館時，與警方發生衝突，百多
人被捕，最少2名警員和3名示
威者受傷。
加德滿都一間寺廟外，有約

4,000名「藏獨」分子聚集，紀
念達賴喇嘛流亡印度49周年，
部分人揮舞旗幟，並高呼口
號。期間有500名「藏獨」分
子意圖前往中國大使館抗議，
遭警方阻止，雙方發生衝突，
有人向警員投擲石塊，警員以
警棍驅逐。警方以阻塞主要道
路為由，拘捕了130名示威
者，但稱他們晚上便會獲釋。
另外，有「藏獨」分子發起

抵制奧運會活動，昨日展開由
印度步行至西藏的6個月旅
程，也有「藏獨」分子在奧運
會的發源地、希臘奧林匹亞舉
行「燃點火炬」儀式，火炬會
運送至50個城市，在京奧運8
月8日開幕當天，預料會送至
西藏邊境。印度警方阻止數百
名「藏獨」分子由印度遊行至
西藏。
在北京出席「兩會」的西藏

官員日前表示，西藏自治區將
會密切防範達賴集團及其組織
的分裂活動，並就此做好了充
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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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南方航空公司一

烏魯木齊飛往北京的航班

發生險情，一名維族少女

攜帶內裝汽油的易拉罐登

機欲製造空難被制止，飛

機緊急迫降蘭州機場。內

地媒體報道，國家民航總

局在事發之後發出內部緊

急通報指出，初步查明烏

魯木齊機場存在重大的保

安漏洞，安檢人員出現錯

失，差點造成驚天慘劇。

內地網站亦有大批網友質

疑恐怖分子如何能將汽油

輕易帶上飛機，希望該次

事件能夠為即將在8月舉

行的北京奧運會敲響警

鐘。

■本報記者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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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檢敲警鐘
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新疆機場存漏洞

維族少女香水掩味

機警空姐挫敗恐襲

■烏市機場外增派警車巡邏。 電視圖片

■10日，北
京首都機場
的旅客們注
視 登機違
禁品示例。

法新社

■一名旅客在北京首都國際
機場國內出港安檢通道，當
安檢人員飲用自己攜帶的

茶水。 新華社

■今年2月，
解放軍工兵
正對北京奧
運場館「水
立方」外圍
實施防爆安
全檢查。

資料圖片

■去年，廣東省武警四支隊反劫機中
隊的指戰員在某航天培訓中心舉行大
規模的反劫機演習。 資料圖片

■烏市機場內加多巡警人手及班次。 電視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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