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武漢晚報》報道，16
日12時，「12．1」武漢建設銀行特大爆炸
案犯罪嫌疑人王海劍被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
兩名護士認出並報警，在武漢落網。警方和
部分熟悉王海劍的群眾給他「畫像」，稱他
是名「高智商的危險分子」。

警稱高智商危險分子
熟悉王海劍的人介紹，今年王海劍多次對

身邊人說：「要研究爆炸裝置，搶劫銀行。」
在爆炸試驗過程中，王海劍炸傷了右臉、左
眼，炸掉了2顆牙齒。警方稱，王海劍反偵
查能力極強。案發前他到銀行周邊踩點；作
案前後一段時間，他始終戴 頭盔，讓視頻
監控看不出真面目；案發後逃跑時，故意逃
向與租住地相反方向，後幾經輾轉回到租住
地。警方稱他是一名「高智商的危險分
子」。但他最終也難逃法網。

兩護士舉報獲獎10萬
據報道，16日上午10時，廣州軍區武漢總

醫院兩名護士認出一名病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王海劍，遂向院方和公安機關報案。12時許，在醫院
保衛辦、軍務科領導以及保安人員全力協同下，武漢
警方在急診科輸液室將疑犯王海劍生擒。武漢市公安
局根據早前的懸賞，獎勵二人10萬元人民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一丹　廣州報道）從2012
年3月1日起，廣東省將實行《廣東省國家通用語言文
字規定》，推廣普通話。按照規定，明年3月起，廣播
電台、電視台及其網絡音視頻節目以普通話作為播
音、節目主持、採訪的基本用語。使用方言播音須經
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者省廣播電影電視部門批准。
但廣州本地網友多情緒激烈表示反對，認為是對地方
語言不尊重。
這是廣東省首度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法》做

出相關規定，而包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
西、湖南、四川在內的多個省、市、自治區都早已出

台了配套的法律法規，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但廣東省
的此次下文，仍然引發了多方討論。廣州本地網友多
情緒激烈表示反對，認為規定對地方語言不尊重。

外地人：應由觀眾決定
廣州電視台主持人蔡小姐是土生土長的廣州人。問

及她的看法時，她表示不滿。「語言是地方文化的
根，我覺得我們多推出普通話節目也可以，但是沒必
要一棒子打死。廣州人習慣了看粵語節目了，尤其是
像我外婆，根本聽不懂普通話，如果都改用普通話做
節目，她們這樣的老人家就沒有電視可看啦！如果台

裡真的規定我們要用普通話做節目，那也只能聽從，
但內心還是有點不舒服。」
在廣州工作三年的張先生不是本地人，但也並不贊

成。「其實普通話節目也好，粵語節目也好，喜歡看
什麼自己選擇就可以了。這樣的規定一出，經過網絡
傳播，會使得本地人與外地人之間又產生矛盾，實在
沒必要。還是留給觀眾決定吧。」
據了解，國家對地方台使用方言進行播音有嚴格要

求，例如播報新聞不能使用方言，使用方言類的節目
的播出時間，時長和佔節目總數的比例也都有嚴格要
求。
據記者了解，全國衛視中只有廣東、福建因情況特

殊可以使用地方語言播音。廣東地區毗鄰港澳，要與
香港電視節目競爭，所以才有特批廣州台、南方台和
珠江台使用粵語，相對於其他省份，已屬難得。

全國「清網行動」拘190AB級通緝犯

京春運農民工購票明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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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網友指不尊重方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17日報道，為保障
農民工朋友平安返鄉過節，2012年北京市春運返鄉農
民工購票將於本月19日起陸續啟動。

500人以上可申請專列
預訂農民工離京團體票自本月19日啟動，至2012年

1月18日結束，可預訂距開車日（含開車日）12天及
以上火車票。而同一單位購買同一日期、同一方向
500張以上車票，可以向鐵路部門申請辦理農民工專
列。
2012年1月1日至1月13日可預訂公路省際長途客票

農民工團體票，2012年1月4日至1月18日可直接購買

公路省際長途客票農民工團體票。此外，直接購買3
張及以下公路省際長途客票，可提前1天（含）以上
時間，登錄北京省際客運信息網（網址：
www.e2go.com）購買長途客票。
據介紹，農民工購買離京團體火車票的範圍是2012

年1月8日至21日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北站開行的
臨時旅客列車硬座車票。農民工購買返京團體火車票
的範圍是2012年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三）至2月16日
（農曆正月廿五）的返程車票，返程票不辦理中途上
車車票。同時，火車所有車次均實行實名制購票，
2012年春運前，北京站、北京西站還將實行實名制驗
票進站乘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17日報道，國務委員、公
安部部長孟建柱在16日召開的全國公安機關「清網行
動」總結表彰暨開展「三訪三評」深化「大走訪」電
視電話會議上強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廣大公安民警要
始終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實實在在地幫助群眾
解決一批實際問題、化解一批矛盾糾紛、整改一批突
出問題，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的安全感，永遠做群眾
滿意的人民警察。
全國公安機關網上追逃專項督察「清網行動」取得

顯著戰果，共抓獲公安部A級通緝令在逃人員16人，
B級通緝令在逃人員174人，部督在逃人員201人、涉
嫌故意殺人在逃人員1.2萬人，潛逃10年以上在逃人
員2.3萬人，從77個國家和地區抓獲和勸返重大在逃
人員900多人。
今年5月26日，公安部部署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網

上追逃專項督察「清網行動」。行動中，一大批久偵
未破的大要案件成功偵破，一大批長年負案在逃的犯

罪嫌疑人落入法網。

贏得社會各界高度評價
「清網行動」中，各地公安機關主動創新技戰法，

將信息化作為追逃的主要方式，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和
資源；充分發揮區域警務合作、國際警務合作機制的
作用，切實加強警種間、部門間協作配合；堅持走群
眾路線，廣泛深入發動人民群眾，僅群眾舉報的線索
就達3萬多條，據此抓獲在逃人員1.9萬人。3,100多起
因犯罪嫌疑人長期在逃而得不到解決的信訪積案被徹
底清理，贏得了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高度評價和普
遍讚譽。
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清網行動」已經告一段

落，追逃工作不會終止，公安機關正告在逃人員，盡
快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公安機關將延續追逃措
施，保持追逃力度，竭盡全力將仍然在逃的犯罪嫌疑
人緝捕歸案。

《規定》指出，每年9月的第三周為全省推廣普通話
和推行規範漢字宣傳周。各級人民政府應當組織有關
部門開展宣傳教育活動。

電視方言播音須顯示漢字
《規定》要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公務活動中應

當使用普通話；確實需要使用方言的，可以使用方
言。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在教學、會議、宣傳和其他
集體活動中應當以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為基本用語用
字。廣播電台、電視台及其網路音視頻節目以普通話
作為播音、節目主持、採訪的基本用語。使用方言播
音的，應當經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者省廣播電影電
視部門批准。電視台用方言播音時，應當在螢幕上顯
示規範漢字。漢語言音像製品用語應當使用普通話。
戲曲、影視等藝術形式中和出版、教學中需要使用方
言的除外。

標誌牌路牌禁用外文拼寫
各類標誌牌標註山、河、湖、海等自然地理實體名

稱，行政區劃名稱，居民地和路、街、巷名稱，具有
地名意義的建築物名稱應當使用規範漢字和中文拼
音，中文拼音拼寫方法按照《中文拼音方案》、《中國
地名中文拼音字母拼寫規則（漢語地名部分）》拼寫，
嚴禁使用外文拼寫。
《規定》還指出，9類情形可以保留或者使用繁體

字、異體字：風景名勝、文物古跡；歷史名人、革命
先烈的手跡；姓氏中的異體字；書法、篆刻等藝術作
品；題詞和招牌的手書字；已註冊的商標用字；出
版、教學、研究中需要使用的；涉及港澳台與華僑事
務需要使用的；經國務院有關部門批准的特殊情況。
老字號牌匾、手書招牌使用繁體字和異體字的，應

當在適當位置設置使用規範漢字的副牌。

執意違規需承擔法律責任
《規定》還指出違反規定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學

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違反本規定的，由教育主管部門責
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並通報批評。廣
播電台、電視台及其網路音視頻節目違反本規定的，
由廣播電影電視、新聞出版、資訊產業等主管部門責
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警告，並由有關部門
依法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
處分。

A10 責任編輯：黃雲濤 2011年12月18日(星期日)

廣東媒體粵語播音需報批
明年3月全省推廣普通話 拒不執行處分主管

西江水利樞紐蓄水
梧州逾900船滯航
據新華社17日電 受長洲水利樞紐停航蓄水影

響，廣西梧州17日滯航船舶已超900艘。
12月上旬以來，珠江流域總體降雨稀少，西江

來水較去年同期減少46%，西江梧州水文站平均
流量每秒1.360立方米，比去年同期減少三成以
上，造成大量船舶滯航。
受來水減少影響，廣東珠海、中山等珠江三角

洲城市鹹潮日趨嚴重，4日起，磨刀門水道珠海
取水泵站含氯度連續十天全線24小時超標。為
此，珠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近日作出今年枯水期
第一次從上游實施調度補水的決定，要求廣西長
洲水利樞紐船閘14至21日實施停航蓄水，進一步
加劇了船舶滯航。
為減少滯航壓力，梧州市海事部門將停簽上游

出港船舶，同時航道、海事等有關部門將嚴格執
行Ⅱ級響應預案。

京城「藍天」
今年已達274天

據中新社17日電 北京市環保局今天發佈最新
統計，截至12月17日，北京收穫了今年第274個
「藍天」，提前14天完成全年空氣質量二級和好於
二級的天數，達到年初確定的75%任務目標。官
方稱，今年北京的一級天數達到了72天，比去年
增加22天，增長44%；比舉辦奧運會的2008年全
年還多11天，創歷史最好水平。

大氣主要污染物濃度下降
據北京市環保局介紹，北京大氣主要污染物濃

度總體下降，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顆粒物濃度創近
十年來最低。可吸入顆粒物PM10是指粒徑10微
米以下的所有顆粒物，也包括PM2.5。連續三
年，北京可吸入顆粒物濃度始終徘徊在121微克/
立方米的狀況，而今年降至114微克/立方米左
右，比去年同期下降5%。PM10的年均濃度下降
了，可以表示PM2.5也在下降。
北京的「藍天」天數正在逐年遞增，但空氣質

量與公眾的感受卻存在差距。對此，市環保局表
示，今後空氣質量評價標準，將逐漸淡化「藍天」
天數，而向污染濃度評價轉移。北京也將逐漸向
國際通行標準靠攏，以各項大氣污染物濃度的增
減量，作為空氣質量的主要評價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京華時報》17
日報道　中央財政已安排城鄉困難群
眾元旦春節一次性生活補貼，和今冬
明春受災群眾生活救助資金270億
元。
據透露，為保障城鄉困難群眾元旦

春節期間的基本生活和保障今冬明春
受災群眾的基本生活，中央財政安排
補助資金270億元。其中，城鄉困難
群眾2012年元旦春節一次性生活補貼
207億元，今冬明春受災群眾生活困
難救助資金63億元。

惠及全國8731萬人
2012年元旦春節期間為城鄉困難群

眾發放一次性的生活補貼政策，將惠
及全國8,731萬城鄉低保對象、農村
五保對象、享受國家撫恤補助的優撫
對象以及建國前入黨的農村老黨員和
未享受離退休待遇的城鎮老黨員。
為落實好相關工作，財政部已下發

了《關於2012年元旦春節期間為城鄉
困難群眾發放生活補貼有關問題的通
知》，要求各地認真組織實施，及時
將補貼資金發放到城鄉困難群眾手
中。
同時，中央財政將今冬明春受災群

眾臨時生活救助的口糧補助標準，由
原人均50元提高到人均90元，並根據
災情對衣被取暖等酌情給予補助。財
政部已要求各地將中央補助資金與地
方安排的自然災害生活救助資金統籌
使用，按照不低於中央的補助標準，
幫助受災群眾解決口糧、衣被取暖等
基本生活困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廣州日報》17日報道　從2012年3月1日起，廣東省將實行《廣東省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規定》（以下簡稱《規定》），推廣普通話。按照規定，明年3月起，廣播電

台、電視台及其網路音視頻節目以普通話作為播音、節目主持、採訪的基本用語。使用方言

播音的，應當經國務院廣播電視部門或者省廣播電影電視部門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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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月17日，北京已收穫了今年第274個
「藍天」。圖為藍天白雲下的北京城格外美麗。

■ 明 年 3 月
起，廣東省廣
播電台、電視
台及其網路音
視頻節目使用
方言，應當經
國家廣電部門
或省廣電部門
批准。

■16日，
武漢警方
抓獲「12·
1 」 建 行
網點爆炸
案重大嫌
犯 王 海
劍。

新華社

■公安部部
署的全國公
安機關網上
追逃「清網
行動」取得
了 重 大 成
果。圖為在
江西省贛縣
歡迎「追逃」
英雄凱旋儀
式上，戰友
向受傷刑警
肖 鋼 強 獻
花。

中新社

■2012年北京市春運返鄉農民工購票，將於本月19日起陸續啟動。圖為北京西站售票處安裝了「一米自動
排隊機」，協助維持購票秩序。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