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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上的6人分別是：努爾麥麥提．麥麥提敏、阿布都克尤木．
庫爾班、帕如哈．吐爾遜、吐送江．艾比布拉、努爾麥麥

提．熱西提，以及麥麥提依明．努爾麥麥提。6人均為中國國籍，
其中1人出生於1965年，2人為70後，另外3人為80後，從身份證號碼
可見6人均為新疆居民。

近年偵破數十起恐怖活動
據了解，是次公佈名單為中國公安部第三次發佈「恐怖活動人員

名單」。在2003年和2008年，公安部也曾分別發佈「恐怖活動人員名
單」，兩份名單上分別有11人和8人。
公安部表示，是次公佈的6名恐怖活動人員均係聯合國認定的恐

怖活動組織「東伊運」的骨幹成員，均曾參與組織、策劃和實施了
針對中國境內外目標的各種恐怖活動。其中，有的領導恐怖活動組
織實施各種暴力恐怖活動；有的組織恐怖訓練，制定恐怖襲擊計劃
並下達行動指令；有的招募成員，籌集恐怖活動經費，積極開展製
爆活動；有的在互聯網上大肆宣揚暴力恐怖思想，煽動暴力恐怖活
動。
公安部表示，近年來，中國公安機關會同有關部門立足境內境外

兩條戰線，成功偵破數十起恐怖活動案件，挫敗了恐怖襲擊圖謀，
沉重打擊了「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打掉其在境外建立的多個招
募人員接應站點，有效阻止了一批企圖非法出境加入其組織的暴力
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等「三股勢力」人員。

願與國際社會合作反恐
當前「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仍在不斷通過多種渠道對境內「三

股勢力」人員進行宣傳、煽動，企圖實施恐怖破壞活動，是中國面
臨的最直接、最現實的安全威脅。公安部重申，中國公安機關願與
國際社會開展反恐合作，並將加強與有關國家在反恐情報信息交
流、引渡和遣返恐怖活動人員、截斷恐怖活動的資金來源等方面的
合作。同時，希望有關國家政府及其執法部門發現此次公佈的6名
恐怖活動人員的，立即依法拘捕並移交中國公安機關。
據了解，去年8月穆斯林齋月到來之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就曾

連續遭遇多起暴力恐怖襲擊。2011年7月18日，多名暴徒攻擊了地處
南疆的和田地區和田市公安局納爾巴格街派出所，殺害了1名協警
和2名普通婦女群眾。在隨後的緝捕中，警方擊斃其中14人，抓獲4
人，1名武警戰士因此犧牲。7月30日，在同樣地處南疆的喀什地區
喀什市，2名暴徒搶劫了1輛汽車，衝撞人群，造成8名群眾死亡，27
名群眾受傷。7月31日，喀什市區再次發生暴力恐怖案件，造成6名
群眾死亡，12名群眾受傷，3名民警受傷。今年2月28日，喀什市葉
城縣發生恐怖暴力事件，數名暴徒手持刀具在葉城幸福路市場行
兇，致使十餘民眾死亡，另有多名群眾受傷，至少2名暴徒被警方
擊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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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緝六名恐怖份子
均為「東伊運」骨幹 涉多宗命案 資產已凍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公安部6日

發佈消息稱，為進

一步打擊「東突」

恐怖勢力，在掌握

「東突厥斯坦伊斯

蘭運動」（簡稱

「東伊運」）恐怖活

動組織部分成員確

鑿犯罪證據的基礎

上，經國家反恐怖

工作領導機構依法認定，該部已於5日公佈包括6人在內

的「恐怖活動人員名單」，決定對其資金及其他資產依法

予以凍結。這是中國公安部10年來第3次發佈「恐怖活動

人員名單」。公安部重申，中國公安機關願與國際社會開

展反恐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

嫻 北京報道）當前中國反恐

形勢如何？中國現代國際關

係研究院安全與戰略研究所

所長李偉在接受本報訪問時

表示，雖然在國際反恐合作

以及境內依法反恐的打擊下，恐怖

份子在中國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

但威脅依然長期存在，中國的反恐

工作仍然任重道遠。對中國反恐的

能力，李偉表示肯定，認為中國具

有完備的體制、機制，有足夠力量

掌控反恐局面。另外，在與其它國

家合作方面亦取得了很多成果，

「東伊運」的多個頭目已在外國被擊

斃。

恐怖勢力生存空間趨縮小
李偉表示，是次公安部公佈第三

批恐怖人員名單，是中國依法反恐

的一個正常程序，並無特別之處。

去年10月底全國人大公佈法案，這6

人大量從事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

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題的決定》

所嚴禁的活動，因此，是次公佈名

單是中國整體反恐的一個環節。

李偉認為，中國在境內外反恐方

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國際反恐

合作以及境內依法反恐的打擊下，

恐怖勢力的生存空間不斷縮小。但

中國必須承認，目前仍面臨 現實

的恐怖威脅，恐怖威脅依然長期存

在，反恐依然是中國的長期任務。

凍結資金具兩層含義
公安部決定對恐怖份子的資金及

其他資產依法予以凍結，有哪些意

義？李偉認為，恐怖活動本身就是

一個跨國活動，是次公佈人員均已

逃往國外，不在國內控制之下，凍

結資金具有兩層含義：第一，如果

發現他們在國內有資金賬戶往來，

肯定會依法予以凍結；第二，可以

依據《關於加強反恐怖工作有關問

題的決定》，令中國與其它國家的反

恐合作具有法律基礎，如果與中國

合作的國家發現恐怖份子的資金往

來，應同樣予以凍結。

中國會與哪些國家合作反恐？李

偉表示，這些國家應包括上合組織

成員國，以及與中國進行雙邊合作

的國家。合作國家除了配合凍結恐

怖份子資產外，還應與中國通過司

法合作方式，對恐怖份子予以逮捕

和引渡。

境內恐怖威脅長期存在

努爾麥麥提．麥麥提敏 阿布都克尤木．庫爾班

男，1972年1

月23日出生，係

「東伊運」的主

要骨幹。

主要犯罪活

動： 2 0 0 9年9

月，帕如哈．吐

爾遜夥同他人非

法出境到中亞某

國，後赴南亞某國加入「東伊運」恐怖

活動組織。2011年5月，帕如哈．吐爾遜

發表了恐怖聲明視頻，號召中國境內極

端份子和恐怖活動人員針對中國政府進

行恐怖活動。

帕如哈．吐爾遜

男，1981年3

月22日出生，係

「東伊運」的主

要骨幹。

主要犯罪活

動：2005年，吐

送江．艾比布拉

以學醫為名赴西

亞某國，2008年

前往南亞某國加入「東伊運」恐怖活動

組織。2011年8月，吐送江．艾比布拉與

中國境內極端份子和恐怖活動人員聯

繫，傳授製作爆炸物的技術，並發展組

織成員，針對中國政府進行恐怖活動。

吐送江．艾比布拉 努爾麥麥提．熱西提 麥麥提依明．努爾麥麥提

溫州金融綜改擬4年分3步走

據中新社北京6日電 中國駐伊朗大使
館參贊黃黎明6日接受中新社記者電話
採訪時證實，中國南京遠洋公司貨船
「祥華門」號當地時間4月6日上午9時30
分左右在伊朗波斯灣口外阿曼灣恰赫巴
哈金竹日爾港附近海域被海盜劫持。
黃黎明表示，目前還沒有和劫持中國

人質的海盜取得聯繫，尚不確定「祥華
門」號上的船員人數以及傷亡情況。他
表示，中國貨船在該海域遭劫持事件

「實屬罕見」。
據中國駐伊朗使館網站消息，事件發

生後，中國駐伊朗大使館已啟動應急機
制，要求伊方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全力
營救中國船員和船隻，確保人員和船隻
安全。
黃黎明同時表示，目前使館方面已與

伊朗外交部、軍方和海事等部門進行密
切的溝通，正在盡全力與遭劫持船員取
得聯繫。

華貨輪伊朗海域遭海盜劫持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蘇

岩礁是位於東海北部的水下暗礁，屬
於中國管轄的海域，但韓國卻無視這
一客觀事實，企圖將其佔為己有。據韓
國《東亞日報》6日報道，為了有效控
制蘇岩礁、獨島(日本稱「竹島」)，以
及整個「海洋領土」，韓國政府計劃推
行法律制定，並擴大改編政府機構。
報道稱，由於「海洋邊界不明確」，

韓國與周邊國經常發生矛盾。鑒於

此，韓國土海洋部5日表示要制定「海
洋領土管理基本法」，並最早6月提交
國會。一旦此項法律制定完成，韓國
海域將能按其功能分類進行管轄。
事實上，中國在蘇岩礁問題上的立

場是一貫、明確的。早在2006年9月14
日，時任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主持例
行記者會時就強調，蘇岩礁是位於東
海北部的水下暗礁，中國與韓國在此
不存在領土爭端。

韓擬制定法律 圖佔中國管轄蘇岩礁

香港文匯報訊 據《每日經濟新聞》
報道，今年2月剛剛上任溫州市市長的
陳金彪，5日帶領副市長朱忠明、市金
融辦主任張震宇來到杭州，與一眾專家
學者討論《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
實施方案（徵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徵
求意見稿）。

計劃2014年形成完善體制
自3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

定設立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並確
定了12項主要任務後，溫州市金融辦曾

表示，將加緊制訂出台 《溫州市金融綜
合改革試驗區實施方案》。在此背景
下，此方案的徵求意見稿很快出爐。
據悉，徵求意見稿提出的總體要求

是，到2015年，金融業發展成為溫州國
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具體分三個階
段：今年是試點起步階段；2013年-2014
年為全面推進階段，初步形成完善的地
方金融體制；2015年及以後為深化完善
階段。
徵求意見稿提出，要探索建立民間融

資備案管理制度，引導融資主體特別是

法人實體進行民間融資備案登記。具體
措施是，在鹿城區先行開展民間借貸登
記服務中心試點，引進一些國內及溫州
本土中介機構入駐。

支持民資參與地方金改
徵求意見稿並提出，要加快發展新型

金融組織。支持民間資金參與地方金融
改革，重點爭取在符合條件的民企、自
然人根據有關規定發起設立村鎮銀行、
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試
點，以及符合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按規

定改制為村鎮銀行試點兩方面取得突
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白林淼 溫州報

道）昨日，與浙江東陽吳英年紀相若的
80後溫州女性王彩平，與其兄長一起合
夥非法集資詐騙，被溫州市中級人民法
院一審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並處
沒收個人全部財產。王彩平胞兄王光林
在逃。
王彩平，女，1982年出生於溫州民間

借貸風波發源地的龍灣區。2009年開
始，王彩平和她的兄王光林（在逃）以
購買廠房、購置房產、開擔保公司的名
義，以支付高額利息為誘餌，向他人借
款。法院查明，2010年1月到10月，王
彩平騙取鄭某等15名被害人資金共計人
民幣1億11.14萬元。然而，王彩平兄妹
並沒有償還能力，卻將大部分騙取的資
金用於投資期貨與黃金，並造成鉅額虧
損。至案發時，除支付利息580餘萬元
外，仍有9,400餘萬元的損失無法歸還。
2010年11月23日，王彩平與部分被害人
協商不成被扭送至永中派出所。
法庭認為，被告人王彩平夥同王光林

募集的資金數額特別巨大並給被害人造
成巨額的經濟損失，其行為已構成集資
詐騙罪。王彩平與王光林主觀上明知對
方向他人借款，仍共同使用2人的集資
款進行期貨和黃金交易，王彩平亦應對
共同的集資詐騙數額承擔刑事責任，遂
作出上述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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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83年6

月5日出生，係

「東伊運」成

員，國際刑警組

織通緝人員。

主要犯罪活

動： 2 0 0 9年7

月，麥麥提依

明．努爾麥麥提

夥同他人購置和

製作刀具、燃燒瓶等作案工具，計劃在

中國新疆莎車縣中心地區實施放火、殺

人等恐怖活動。中國公安機關及時破獲

此案，麥麥提依明．努爾麥麥提畏罪潛

逃。同年10月，麥麥提依明．努爾麥麥

提再次糾集他人購買製爆物品。該團夥

在中國新疆莎車縣某民居製爆過程中引

發爆炸，造成1死1傷。

男，1970年12

月27日出生，係

「東伊運」骨幹

成員。

主要犯罪活

動：1997年，努

爾麥麥提．熱西

提出境前往南亞

某國參加「東伊

運」恐怖活動組織，擁有全面的軍事技

能。2005年，被該組織派往西亞地區活

動。主要任務包括：一是物色、發展極端

份子參加「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二是

協助「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在中亞、西

亞、東南亞多個國家建立中轉站，並直接

指揮各中轉站接應擬加入「東伊運」恐怖

活動組織的人員前往南亞地區；三是協助

參加「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人員使用偽

假身份辦理護照證件。

男，1982年7

月9日出生，係

「東伊運」的主

要骨幹。

主要犯罪活

動： 2 0 0 2年8

月，阿布都克尤

木．庫爾班出境

前往中亞某國，

並於2003年9月

到達南亞某國加入「東伊運」恐怖活動

組織。目前在該組織中擔任宣傳負責

人。2011年8月和10月，阿布都克尤木．

庫爾班兩次在「東伊運」恐怖活動組織

製作並發布的恐怖聲明視頻中以主要人

物身份出現，煽動中國境內極端份子和

恐怖活動人員採取自殺式炸彈襲擊、持

刀砍殺無辜群眾等方式實施恐怖活動。

男，1965年7

月19日出生，係

「東伊運」的主

要骨幹。

主要犯罪活

動：1994年，努

爾麥麥提．麥麥

提敏非法出境至

南亞某國，1997

年，參與建立

「東伊運」恐怖

活動組織，係該組織首批成員。2007

年，努爾麥麥提．麥麥提敏指派該組織

成員買買提艾力．鐵力瓦爾地潛入中國

境內，糾集成立暴力恐怖團夥。2011年7

月底，買買提艾力．鐵力瓦爾地暴力恐

怖團夥在新疆喀什實施了一系列殺人、

爆炸、放火等恐怖活動，造成多名無辜

群眾和公安民警死傷。

■溫州正探索建立民間融資備案管理制

度。圖為溫州一家民間資本管理公司。

資料圖片

■中國公安部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第

三批認定的恐怖活動人員名單》。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