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州火車站兩男子遭刺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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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金水橋恐襲案三人判死
法庭首曝現場視頻 駕車故意衝撞人群

2013年10月28日12時05分許，一輛吉
普車由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闖入長安街便道，
由東向西行駛撞向天安門金水橋護欄後起
火，行駛過程中造成多名遊客及執勤民警
受傷。兩天后，北京市公安局發佈消息稱，
北京「10·28」事件是一起經過嚴密策劃，
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

烏市中級法院公審
經偵查，10月28日12時許，吾斯曼．艾

山、其母庫完汗．熱依木及其妻古力克孜
．艾尼3人駕乘吉普車闖入長安街便道，沿
途快速行駛故意衝撞，疑犯駕車撞向金水
橋護欄，點燃車內汽油致車輛起火燃燒。
車內的吾斯曼．艾山等3人當場死亡。
今年5月30日，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

院就此案8名疑犯向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
法院提起公訴，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
審查認為，涉案8名疑犯行為已構成組
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和以危險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6月13日，該案在新
疆烏魯木齊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
庭審過程中，法庭使用被告人本民族

語言文字進行訴訟，依法充分保障被告
人的各項訴訟權利。被告人委託和人民
法院指定的律師出庭為被告人進行了辯
護，被告人對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
進行了供述和辯解。包括被告人親屬在
內的400多名各界群眾旁聽了案件開庭審
理和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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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北京「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昨日在烏魯木齊市中

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玉山江．吾許爾、玉蘇甫吾買爾尼亞孜、玉蘇

普艾合麥提等3人被判死刑，古麗娜爾．托乎提尼亞孜被判無期徒

刑，另外4人（見表）被判有期徒刑20年至5年。去年10月28日玉

山江．吾許爾夥同吾斯曼．艾山等策劃進行一宗吉普車衝撞人群，再

撞天安門金水橋，並在車內點燃汽油燃燒的暴恐襲擊案，導致3人死

亡，39人受傷。另據中新社報道，法庭亦首次出示當日事發現場的監

控視頻畫面。

■國家衛計委等8部門在廣州進行調研，並商
討有關具體打擊措施。 敖敏輝 攝

◀被告人玉山江·吾許爾、玉蘇甫·吾買爾尼
亞孜、玉蘇普·艾合麥提被判死刑。 中新社

▲新疆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北京
「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件一審公開宣
判，圖為八名被告人電視畫面拼圖。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單獨二孩」政策啟動
後，廣東赴港鑒別胎兒性別的違法
現象大增，並蔓延到東北各省地。
記者昨日獲悉，由國家衛計委、公
安部、海關總署、國務院港澳辦等
8部委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連日來
在廣州、深圳調研，部署針對性的
預防和打擊行動。據悉，執法部門
將對採血、中介、運輸及檢測等重
點環節進行嚴厲打擊。未來幾日，
調查組將與香港多部門會面協商，
以期獲得支持和配合。
僅在今年便有數十萬夫妻申請生

二孩，迫切希望再生一胎男嬰的夫
婦，便選擇產前鑒別胎兒性別。由
於內地政策禁止，導致赴香港鑒別
胎兒性別的個案大增，情況更蔓延
至東北在內多個省份。

性別鑒定花逾8000元
記者進入一個註冊地顯示在深圳

的QQ群，近百個在線網友正熱議
相關話題。一位懷孕媽媽透露，她
通過深圳本地一家中介，成功做了
胎兒性別鑒定，花費超過8000元。
據悉，與中介取得聯繫並談好價格
後，他們會當面交付或郵寄一個低
溫箱、乾冰和三支特殊針管。孕婦
在當地找私人診所抽血10毫升，再
通過中介推薦的專業物流公司冷藏
空運至深圳，由中介將血樣送到香
港做胎兒性別檢測。
價格方面，孕婦先預付 500至

1000元給中介，在得到結果後，不
管是否男女，顧客再付5000元左右
的餘款。目前，深圳等地存在大量
這樣的黑中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肖剛蘭州報道）昨
日下午5時50分許，甘肅省蘭州市火車站附
近發生兇案，兩名男子遭刺殺，行兇的中年
男子已被警方控制。截至當日晚10時，警
方透露，由於暫時還未對嫌疑人進行審訊，
該案件是否涉及暴恐尚不能明確定性。
警方證實，公安民警趕到現場後鳴槍示

警將行兇者制服，現場未造成更大的傷
亡，兩名受害男子一人當場死亡，另一人
重傷送醫搶救無效死亡。目前，警方正在
進行細緻的現場勘查以及外圍情況的了
解。
經初步調查，行兇者梅某為四川省寧南
縣人，30歲左右，漢族。15日由甘肅嘉峪

關市來到蘭州，警方發現梅某精神高度緊
張並伴有幻覺。
現場目擊者介紹，行兇者手持一尺長尖

刀，將一名男子捅倒在地又連捅數刀，然
後轉頭追殺另一男子，追至一彩票店內連
刺男子數刀，兩處事發現場相距300餘
米。

赴
港
胎
兒
性
別
鑒
定
旺

八
部
委
嚴
打
黑
中
介

■去年10月28日，3人駕車衝撞人群，再
撞天安門廣場金水橋後起火。 資料圖片

■發生兇案彩票店內留下的血跡。 許亞飛 攝

黃埔軍校90年 舊生盼兩岸統一
「統一尚未完成，同學仍需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陸軍下士洪仲丘疑遭
虐死案，18名被告3月一審均獲輕判。台灣「高等法
院」昨日第二度開庭審理，檢方聲請對范佐憲等4名被
告測謊，以釐清真相；此外死者家屬也正式提出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對18名被告連帶求償新台幣2,382萬餘元
(約615萬港元)。
洪仲丘去年中被關禁閉時，疑似因操練過度，7月3日

中暑死亡，至今將屆滿一年。洪仲丘母親胡素貞說，以
農曆來說，這個月底就是洪仲丘逝世周年，屆時會請道
教法師做法事，她「一輩子都會想兒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15日
在第六屆海峽論壇大會上的致辭引起台灣
島內輿論廣泛關注，昨日出版的台灣主要
報紙都大幅報道了俞正聲的講話。其中
《工商時報》認為，俞正聲的講話言談間
顯露大陸官方的懷柔態度。
俞正聲在致辭中指出，兩岸關係不斷向
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深層問題。關
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
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他表
示，我們理解台灣同胞在特殊歷史條件下
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
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知曉一
些朋友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
慮。
島內的《聯合報》、《中國時報》、《工
商時報》、《聯合晚報》等主要報紙均以這
段表述作為報道重點，《聯合報》在報道標
題中着重突出了「尊重」「理解」「體諒」
等字眼。
《中國時報》刊發了題為《俞正聲：理
解台灣尊重差異》的消息，並援引學者的
解讀指出，俞正聲的溫情喊話不僅可以化
解台灣民眾的顧慮，更為國台辦主任張志
軍月底訪台，營造良好對話氛圍。
《工商時報》的報道認為，俞正聲的講
話是大陸高層對於近期兩岸關係的最新回
應，言談間顯露大陸官方的懷柔態度。
《旺報》的分析文章則指出，從俞正聲的感

性講話可以看出，大陸的對台政策進一步向「對
話」、「和解」的方向傾斜，這正是因為大陸
的自信心增強了，大陸市場不但能夠吸引台商
投資，也能夠吸引台灣年輕人就業。

洪仲丘父母求償61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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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台北
市長參選人柯文哲昨日與民進黨經
整合商談達成共識，民進黨將推薦
柯文哲選台北市長，決定不提名黨
內人士，並承諾柯當選台北市長後
不必加入民進黨，更不會干預其人
事安排。

經費自募 柯：民進黨很窮
多名民進黨大佬大表反對，前

「副總統」呂秀蓮痛批黨主席蔡英

文「喪權辱黨」，若柯文哲敗選須
辭職下台。
競選經費方面，柯文哲直言，

「民進黨很窮，叫我自己想辦
法」。民進黨發言人則說，如果柯
文哲有需要，可以幫忙募款。柯文
哲主動表示，將幫忙27席民進黨市
議員輔選，也會參與里長提名和輔
選機制，民進黨則承諾會帶着市議
員全力輔選柯文哲。
民進黨基層多反對禮讓柯文哲，

8個服務區的幹部及黨員舉牌高喊
「自己的黨，自己救」，呼籲民進
黨應該推出自己黨籍候選人應戰。
呂秀蓮則嚴詞批評柯文哲「何德何
能，把民進黨全部吃掉？要民進黨
為你卑躬屈膝？」呂秀蓮說，柯文
哲如果贏了的話，民進黨也輸，輸
了的話民進黨更輸，她更直接點名
蔡英文，「如果柯文哲敗選，你就
要辭職下台，所有公開支持柯文哲
的民進黨黨公職，全部下台！」

柯文哲代綠參選 呂秀蓮：喪權辱黨

■柯文哲（前右2）與在野整合小組召集人高志鵬（左
2）達成共識。 中央社

黃埔軍校是 1924
年孫中山在中

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
助下，改組國民黨後
創辦的訓練革命軍官
的學校，是第一次國
共合作的產物，地址
在廣州附近的黃埔。
為隆重紀念黃埔軍校
成立 60 周年，黃埔軍校同學會
1984年在北京成立。

校友年屆九旬 只剩不足百人
紀念大會上，居住在瀋陽的黃埔
軍校同學會的校友們都已年屆九
旬，最高齡的已有97歲，他們有的
是在家人的攙扶下緩緩步入現場，
有的只能坐在輪椅進入會場。但當
莊嚴的國歌響起時，他們無一例
外，全體起立，凝神默唱。
瀋陽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秘書長

尹皓坤介紹，瀋陽黃埔軍校同學會建
會時有380多人，到現在只剩不到百
人。在他們心裡，海峽兩岸成一家、
祖國和平統一是畢生的心願。
今年92歲的劉勳老人是黃埔軍校

第16期學生，至今他都記得在黃埔
軍校度過短暫的一年中留給他一生
的寶貴財富，「我們希望通過黃埔
軍校同學會，弘揚愛國精神，在各
地建立起愛國統一戰線，最終促成
兩岸統一！」老人濃濃的湘音擲地
有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第一次國共合作

成果、建校於1924年的黃埔軍校昨日迎來90年校慶，海峽

兩岸黃埔同學共同慶祝這一重要紀念日。逾百名年屆九旬的

黃埔軍校同學會校友，昨早在遼寧瀋陽參加紀念黃埔軍校建

校90周年大會，「一路走來，我們黃埔人已經八九十歲

了，但祖國統一尚未完成，黃埔同學仍需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國防部」昨日
在高雄舉行黃埔建校90周年暨三軍聯合畢業典禮。馬
英九主持紀念活動並以傳承黃埔精神勉勵官兵。多位
知名台灣退役將領，包括前「行政院長」郝柏村、許
歷農、霍守業、陳廷寵等應邀出席。
盛大的地面閱兵分列式特別安排前身為黃埔教導第

一團的台灣陸軍第三三三機械化旅擔任先頭部隊，馬
英九表示，這凸顯黃埔軍校薪火相傳的歷史意義。

馬英九勉台兵 傳承黃埔精神

■地面閱兵儀式。 中央社

■■馬英九馬英九（（前右前右22））出席黃出席黃
埔軍校埔軍校9090周年校慶周年校慶，，並與並與
三軍畢業生握手三軍畢業生握手。。 中央社中央社

■黃埔軍校同學會代表獲授予會旗。 于珈琳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