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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壇四黑哨判囚 最重7年
轟動全國 外媒關注 南勇謝亞龍近期擇日公審

疑因關停污染企業 山東副局長遭捅六刀

破除惡性循環 須「刮骨療毒」

汕尾官方歸還薛錦波屍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一波　上海報道）中國足壇反賭大案終

於拉開了宣判大幕。昨日上午，遼寧省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涉案

的四名涉嫌受賄操縱賽果、為相關足球俱樂部及相關人員謀取不正

當利益的「黑哨」黃俊傑、陸俊、周偉新、萬大雪做出一審判決，

四人分別領刑7年至3年6個月不等，共被罰116萬元。本次足壇反賭

案宣判不僅轟動全國，也引得國外主流媒體競相關注。有外媒認

為，這次中國足壇反賭大案的宣判是一次「草率宣判」。

昨日上午9時正，上海籍裁判黃俊
傑第一個出庭受審。據遼寧省丹

東市人民檢察院指控，黃俊傑犯非國
家工作人員受賄罪，2005年至2009年
間，其利用執裁足球比賽的職務之
便，先後21次收受相關足球俱樂部及
相關人員給予的財物，共計人民幣148
萬元，港幣10萬元，操縱賽果為相關
足球俱樂部及相關人員謀取不正當利
益。依法判決處有期徒刑7年，罰金20
萬，並追繳全部賄金。相關人士透
露，由於涉案金額最高，又是第一個
受審，黃俊傑的刑罰是四人中最重
的。

四人僅萬大雪當庭上訴
此後不到40分鐘的時間裡，法院依

次公佈了對於另外三名裁判的判決。
陸俊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
判處有期徒刑5年零6個月，罰金10
萬，沒收非法所得78萬。萬大雪和周
偉新分別被處以6年刑罰，罰金15萬及
3年6個月的刑罰。判決結果出來後，
只有萬大雪一人當庭提出上訴。
除上述四人外，原中超公司總經理

呂鋒因犯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
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獲有期徒刑6
年零6個月，罰金15萬。涉案的廣州市
眾一體育發展有限公司亦被處以300萬
元的罰金。

由於幾名被告已被羈押多時，根據
法律，被羈押一天相當於一天的刑
期。依此推算，被判五年半的陸俊還
有三年半就將獲得自由。另外，黃俊
傑、周偉新兩名裁判差不多是和陸俊
在同一時間被羈押的，他們的刑期分
別是7年和3年半，這就意味 黃俊傑
還要在獄中呆上五年，而周偉新還有
一年半即可出獄。

路透社稱「草率宣判」
相比四名裁判，對於楊一民、謝亞

龍等原足協高層的判決更受外界關
注。據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公告，鐵
嶺市中院將在18日對楊一民、張建強
等被告人進行公開宣判。而在丹東市
中院和鐵嶺市中院宣判工作完成後，
南勇、謝亞龍等原中國足協高層也將
進入公開審理時間。
本次足壇反賭案宣判不僅轟動全

國，也引得國外主流媒體競相關注。
美聯社以《前世界盃裁判因操縱比賽
入獄》為題對這一事件進行了介紹，
文章重點介紹了對前世界盃裁判陸俊
的宣判結果。法新社對中國足球的慘
淡現狀進行了簡單介紹，並表示賭
球、操縱比賽、黑哨以及中國隊的糟
糕表現已經讓足球這一運動日益成了
中國球迷的笑柄。路透社則撰文稱這
是一次「草率宣判」。

據中新社16日報道 無論黃俊傑、陸俊、萬
大雪、周偉新等前知名足球裁判是否會在10
天之內選擇上訴，16日的宣判注定會成為中
國足壇無法忽略的「坐標」。然而要想真正破
除「黑哨重生」的惡性循環，就必須「刮骨
療毒」從健全和完善管理體制及機制入手，
牢固樹立起裁判業界中良好的職業道德風
尚，凈化環境，強化監督，從源頭上預防腐
敗問題的發生。

足球假賭黑令人震驚
在中國警方兩年多的足壇反腐掃黑行動

中，足球假賭黑案涉及面之廣、範圍之大、
情節之嚴重，一再打破人們心中的底線。貪
官、黑哨、奸商、黑道⋯⋯這是一起從上至

下，幾乎涉及足球每個層面的案件，令外界
感到震驚。
有媒體報道稱，其實早在18年前，中國足

球職業聯賽拉開大幕那一刻起，一條無形的
「利益鏈」就在足協裁委會、裁判員和俱樂部
之間逐漸形成：俱樂部向裁判員上貢、裁判
員給裁判委員會上貢，裁判一邊應付上面一
邊與下面勾結，一手拿 源源不斷的賄金，
一手吹 忽紅忽黑的哨子⋯⋯在這條利益鏈
上，「江湖地位」顯赫的足協裁委會集決
策、執行、監督的權力於一身，並由此操縱
了比賽勝負，成為牟取暴利的手段。
就連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也承認，足球

腐敗問題嚴重傷害了民眾的感情，敗壞了社
會風氣，玷污了體育的形象，是影響足球事

業健康發展的一顆毒瘤。很多人相信，集中
打擊假賭黑，為中國足球未來發展掃除一大
障礙。

無外預期的從嚴處罰
另外，反賭案首日判決結果曝光後，外界

反響不一。對此，長期關注足壇反賭案的方
正宇律師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由於缺乏第一手資料，故倘難對量刑是
否準確加以判斷，也不好說其中有沒有「從
輕發落」的成分。但就審判結果而言，並沒
有出現外界事先預期並且希望的那種「從嚴
處罰」傾向。有對足球感到失望的球迷苦笑
稱，已「病入膏肓」的中國足球反賭掃黑，
千萬別再「雷聲大、雨點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莫豐齊

北京報道）

一家叫歸真
堂的企業要
在內地創業
板IPO，引發
了又一場對於

「活熊取膽」是否
應該取締的激烈爭論。

昨天下午3時許，約80多家媒體集聚北京
梅地亞酒店二層多功能廳，聽中國中藥協
會「溝通」「活熊取膽」的正當性。
會上中藥協會會長房書亭(小圖)做了長

達一小時的報告，從「保護發展中醫藥產
業的責任與使命」，講到「中國珍稀瀕危

險動物保護政策與保護工作」，再講到
「中國黑熊養殖發展現狀」、「熊膽在中醫
中藥中的應用」等等方面。不過反對方反
對最激烈的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活熊
取膽」太過殘忍，沒有「熊性」。此前，
各地有70位名人聯名反對「活熊取膽」的
歸真堂上市，公開抗議與批評「活熊取膽」
的正當性。

網友以「舒服體」造句抨擊
不過，房書亭在會上說，中國「活熊取

膽」技術已經非常先進，目前國內68家合
法養熊場，採用的是無痛無管引流技術，
對熊的身體健康沒有造成影響。房書亭曾
生動地描繪說，他曾親眼見過活熊取膽，
取膽汁過程就像開自來水管一樣簡單、自

然、無痛，可以一邊取一邊讓熊安靜進
食，「完了之後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
了」，他說：「我感覺沒什麼異樣！甚至
還很舒服。」
房書亭會長這種過於感性的說法，在反

對者看來，不僅沒有說服力，反而還遺人
笑柄。當天，網上流傳了不少「舒服體」
造出來的句子，比如：「寫博客過程就像
開自來水管一樣簡單，自然、無痛，完了
之後，博主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感
覺沒什麼異樣！甚至還很舒服。」「失業
的過程就像放屁一樣簡單，自然、無痛，
完了之後，你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我
感覺沒什麼異樣！甚至還很舒服！」
可以預見，內地對於「活熊取膽」問題

的爭執還會繼續。本報將繼續關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濟南報道）

山東省萊蕪市環保局副局長祈慶美（女）
遭人連捅六刀，肝臟和肺部受傷嚴重。據
當地媒體報道，此事很有可能與其關停當
地污染企業有關。
本月7日，犯罪嫌疑人王剛（化名）在

祈慶美辦公室對其背後連捅六刀，致其肝
臟和肺部受傷嚴重。警方在案發後31小時
內破案，從黃島將犯罪嫌疑人抓獲歸案。
據悉，嫌疑人王剛有一個未經環保局批准
的小型個人企業。
據當地媒體報道，祈慶美身兼萊蕪市鋼

城區環保局副局長與環境監察大隊隊長兩
職，平時工作認真負責。這兩年當地環保
部門對小煉鐵廠整治力度很大，幾乎是發
現一家關停一家，尤其在去年和前年關停
「土小」污染企業的過程中，祈得罪了不
少人，此次遇襲很可能與此有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記
者16日獲悉，經官方與家屬多方溝通，此前去
世的汕尾烏坎村村民薛錦波的屍體，已於當日
上午歸還家屬，包括家屬在內，共有150人參
加了下午舉行的追思會。
烏坎事件發生後，村民代表薛錦波被羈押，

後在看守所內死亡。官方發佈的消息稱，薛錦
波死於心源性猝死，並稱其此前患有心臟病。
不過，此種說法遭到家屬及村民的強烈反對。
作為烏坎事件解決的條件，烏坎村多次提出歸
還薛錦波的屍體及給出全面的調查結果。

官方未重新認定死因
據悉，薛錦波死亡後，屍體被運往汕尾海豐

縣殯儀館，家屬探望次數有限。官方與家屬多
次進行溝通，但薛錦波的女兒薛健婉稱，政府
一直沒有給出滿意的答覆。雙方談判一直處於
僵持狀態。家屬稱，已經精疲力盡。
不過，2月16日，消息傳來，家屬已經答應

政府提出的條件，包括歸還屍體並給出賠償
等。但至截稿時止，沒有有關官方重新認定薛
錦波死亡原因的消息。

傳當局賠償90萬元
當日，薛錦波的屍體被運到陸豐縣殯儀館，

官方要求，追思會的規模限定為100人。不
過，據烏坎村臨時理事會會長楊色茂介紹，當
日，參加追思會的村民約有150人，官方並沒
有進行阻攔。有消息稱，政府給出90萬元的賠
償金，對此，楊色茂表示不方便透露。
據悉，17日下午，烏坎村將在村內舉行告別

儀式，全體村民將參加。

記者從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獲悉，全國行
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2月16日起正式全國聯網
開通。今後，各級檢察機關可在本地完成對

全國範圍內行賄犯罪檔案的查詢。據悉，2011
年9月起，廣東省行賄犯罪查詢系統已成功接
入全國聯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行賄犯罪檔案全國聯網

各 地 簡 訊

近日，有媒體曝光天津水產市場驚現「注
膠蝦」，再次將食品安全問題推上了風口浪
尖。記者日前走訪了天津水產批發市場，發
現仍有「注膠蝦」在銷售。據介紹，注膠蝦
往往顏色清亮，看起來更飽滿、新鮮。注膠
可以避免冷凍蝦解凍後頭出現凹陷、塌癟等

現象，而經過注射處理後的蝦，分量可增加
20%到30%。但食用前清洗時會發現蝦頭特別
鼓且容易剝離，蝦頭內有明顯的半透明果凍
樣的物體。至於食用注膠蝦是否對人體有
害，相關部門尚無明確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欣

天津市場仍售「注膠蝦」

16日零時30分左右，湖南耒陽市南陽鎮宏發煤礦
發生一起運輸事故，經初步查明，該起事故原因
系違規操作，因礦車人貨混裝所致。據了解，當
時該礦換班之後，18名礦工乘坐8節長的礦車下
井，其中2節車廂載貨，6節載有礦工，礦車下到
150米左右時，載有礦工的6節車廂脫 快速下行墜
跌。3名被甩出礦車或自行跳出礦車的礦工受傷生
還，其餘15名礦工遇難。截至清晨5點30分，救援
工作全部結束，傷員已送往醫院救治。目前，相
關責任人現已被警方控制，事故善後工作已全面
展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穎

湘煤礦車違規操作15死

足壇反賭案
過去二年密集偵辦

2010.01.27 公安部證實南勇、楊一民被刑拘

2010.02.01 中超公司老總呂鋒被帶走

2010.03.01 南勇、楊一民涉嫌受賄被批捕

2010.03.05 曝名哨陸俊、黃俊傑被帶走

2010.09.06 謝亞龍、蔚少輝、李冬生被協查

2010.09.12 謝亞龍等3人被立案偵查

2011.03.30 央視公佈陸俊等操縱比賽細節

2011.12.19 反賭案正式開庭

2012.02.16 反賭案一審宣判

■因父親去

世，薛錦波

之女薛健婉

承受了巨大

的 心 理 傷

痛。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16日，湖南耒陽一煤礦發生礦車違規混

載事故，導致15死3傷。 新華社

■16日，中國足球假賭黑案件一審宣判。圖為

周偉新（近者）和黃俊杰（遠者）坐同一輛囚

車駛離丹東法院。小圖為陸俊。 中新社

「活熊取膽」中藥協會長：很舒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2月14日從濱海新
區工商局獲悉，《關於促進濱海新區廣
告產業發展的若干意見》正式出台，20
多項扶持政策將力促濱海廣告產業發展
升級。

創辦廣告企業可以「零首付」
據了解，《意見》制定了創辦廣告企

業可以「零首付」的優惠政策，在濱海
設立廣告有限責任公司（一人公司除
外），不需提交註冊資本驗資報告即可註
冊登記，在註冊登記後3個月內繳納首期
20%的註冊資本，其餘部分在兩年內繳
足。同時，申請組建廣告企業集團，母
公司註冊資本達到1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並有3個子公司，母、子公司註冊
資本總額達到2000萬元人民幣即可註冊
登記。

鼓勵外資開辦廣告企業
廣告企業的投融資渠道在《意見》中

也得到進一步拓寬。工商部門將支持符
合條件的廣告公司上市融資，優先推動
科技型、創新型廣告公司在創業板上
市，鼓勵廣告公司借殼上市，支持投資
人以知識產權等非貨幣財產出資設立廣
告企業，非貨幣財產出資比例最高可達
企業註冊資本的70%。《意見》同時鼓
勵外國投資者到濱海開辦廣告企業。　

多項措施扶持廣告企業發展
對於獎勵優秀廣告人才，《意見》規

定廣告企業引進經認定的優秀人才在濱
海購買商品住宅，3年內以其年度繳納個
人所得稅數額為限，由納稅地管委會給
予獎勵。
納稅獎勵方面，對年度納稅總額超過

100萬元人民幣的廣告企業，按該廣告企
業所繳納營業稅的地方留成部分20%為
限，由納稅地管委會財政給予獎勵，最
高獎勵額不超過100萬元。
培育獎勵方面，對在濱海成功培育4A

廣告公司的單位和個人，給予一次性獎
勵20萬元；對與4A廣告公司合作經營落
戶濱海的區內廣告企業除給予一次性獎
勵20萬元外，合作公司享受所在功能區
管委會招商引資的扶持政策。
購房、租房獎勵方面，對新註冊廣告

企業，註冊資本金達到100萬元人民幣
（含）以上，運營並產生稅收的，給予購
房、租房扶持。
廣告企業開發新產品、新技術、新工

藝，對於創新研發費用，未形成無形資
產計入當期損益的，在按照規定據實扣
除的基礎上，按照研究開發費用的50%
加計扣除；形成無形資產的，按照無形
資產成本的150%攤銷。對區內廣告主選
擇區內廣告企業進行廣告業務的支出，
給予5%的獎勵，最多不超過10萬元。
此外，「十二五」期間，濱海新區財

政每年將撥付1000萬元專項資金，用於
扶植、培育廣告企業做大做強，促進廣
告產業快速發展。

濱海多舉措發展廣告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