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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年滿月 疆掃32暴恐團伙
抓 445 嫌犯判 315 人 6 民警殉職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辛
鵬、 馬晶晶 烏


魯木齊報道）新
疆自今年 5 月 23

日開始的「反恐年」嚴打暴力恐怖專項行動昨日
「滿月」。新疆警方稱，一個月以來已打掉 32 個暴
力 恐 怖 團 伙 ， 公 開 宣 判 120 件 315 人 ， 並 批 准 逮
捕、公訴一批嫌犯。先後有 6 名民警在戰鬥中犧牲
或在工作崗位上勞累殉職，10 餘名民警在戰鬥中負
傷。

新疆公安廳副廳長王謙榕22日在新聞發佈會上稱，一個月來新
疆警方共打掉暴力恐怖團伙32個，抓獲暴恐團伙犯罪嫌疑人

及暴恐逃犯共445人，查獲爆炸裝置264枚、製爆原料3.15噸，各
類管製器具357把。查處教經習武點21處，收繳儲存、傳播暴恐、
宗教極端思想等內容的電腦101台、移動存儲介質（光盤）387張、
書籍1701本和一批暴恐訓練器材。「一月來，警方接到各族民眾
和宗教界人士舉報的案件線索400餘條。」
新疆檢察院副院長張鳳艷稱，檢察機關已依法將一批有證據
證明有犯罪事實的暴力恐怖嫌犯、宗教極端嫌犯審查批准逮
捕。如伊犁州人民檢察院批准逮捕的阿不都艾尼．亞森等人組
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案，該案近 20 名犯罪嫌疑人自 2014 年
1月以來，先後從南疆流竄到伊犁，為發動暴恐活動而進行體能
訓練、自製爆炸物、預定暴力恐怖襲擊目標。同時還將一批暴
力恐怖犯罪案件和宗教極端犯罪案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
訴，如北京「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

一個月審結 120 案件
新疆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阿克拜爾．艾克拉木公佈的最新統
計數據顯示，新疆各級法院一月來共審結暴力恐怖、宗教極
端、製槍製爆、傳播涉暴恐音視頻、組織偷越國（邊）境等犯
罪案件 120 件 315 人。其中：6 月 5 日，喀什、和田、阿克蘇、
巴州、克州、伊犁州等六地州的法院，對組織、領導、參加恐
怖組織、故意殺人、放火、非法製造爆炸物、搶奪槍支、故意
傷害、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傳授犯罪方法等 23 案 81 名被
告人集中進行了公開宣判；6 月 16 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
院對北京「10．28」暴恐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同日，經最
高人民法院核准，阿克蘇、吐魯番、和田三地州中級人民法院
對犯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罪、故意殺人罪、放火罪、非
法製造、儲存、運輸爆炸物罪的7案13名罪犯執行死刑。

■北京加強反恐演習
北京加強反恐演習。
。

南疆搗毀地下教經點 解救兩童 京菜販鞋匠納反恐情報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辛鵬、馬晶
晶 綜合報道）南疆地區庫爾勒市警方19
日搗毀一地下教經點，涉嫌從事非法教
經人員帕某被警方刑事拘留，當場解救
2 名被害兒童。兩名兒童被解救時已經
兩天沒吃飯了，5 歲的女孩古麗（化
名）胳膊上有扎痕和掐痕，7 歲男孩木
斯塔（化名）大腿部一片青紫。
據帕某交代，木斯塔和古麗是他和 15
歲的侄女卡某從吐魯番誘騙到庫爾勒市
的。由於孩子小，在他們記不住內容
時，就用牙籤扎胳膊，用拖鞋抽大腿，
不給孩子吃飯。
■7 歲男孩木斯塔（化名）大腿 ■5 歲的女孩古麗（化名）
19 日中午，新疆警方聯繫到了兩名孩
部一片青紫
胳膊上有扎痕和掐痕
子的父母，將孩子領回。

越南排華死者骨灰交家屬
香港文匯報訊 5 月中旬，越南發生針對
外國企業和人員的暴力打砸搶燒事件。中
國十九冶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十九冶)承
建的台塑河靜鋼鐵工程項目工地受到嚴重
衝擊，共 130 餘人受傷，死亡 4 人。前日，
其中 2 名遇難者骨灰通過廣西憑祥友誼關口
岸移交給遇難者家屬。
據新華網報道，22 日 14 時 10 分，在越南
警方協助下，在越南打砸搶燒嚴重暴力事
件中遇難的中國十九冶員工易繼軍、張頤
健兩人骨灰，通過廣西憑祥友誼關口岸移
交給遇難者家屬。來自湖南省桃源縣的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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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坤捧着弟弟易繼軍的骨灰盒一時哽咽：
「弟弟，你終於回來了。」
易繼坤告訴記者，弟弟易繼軍今年 35
歲，之前在廣東珠海一家鞋廠工作，去越
南一個多月就出事了，留下一個 8 歲小孩。
中國十九冶台塑河靜鋼鐵工程項目部安全
經理高惠鋼說，目前公司核實的損失是 3.7
億元人民幣，河靜鋼鐵項目中方人員除安
排少量人員留守外，其餘已全部安全撤回
國內。「希望越南賠償企業和員工全部損
失，同時相關方面全力保障在越人員安
全。」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嚴峻的反恐形勢，北京全面
啟動社會面高等級防控。在警力上街、加強盤查、
武裝巡邏等密集安保措施的基礎上，除了一支由
2,700 多名領導幹部組成的隊伍，由修鞋匠、菜攤
主、報刊亭主、停車管理員等街面協警力量也納入
反恐情報體系。
據《新京報》報道，北京西城公安分局為推動了
西城專群結合人力情報體系建設，創建了西城區安
全穩定信息員隊伍，為反恐防恐工作提供了覆蓋最
廣的信息源。僅在月壇地區，就有由專業力量和社
會力量組成的安全穩定情報信息網絡，實時保障轄
區安全，修鞋匠、菜攤主、報刊亭主、停車管理員
等街面協警力量 603 人形成協防網絡，隨時通過手
機反饋安全信息。同時，月壇 26 個社區的 2,400 多
個樓門院長每天都會向社區通報可疑人或事。

擔心圈地造「中國城」

韓濟州叫停中資項目

香港文匯報訊 韓國濟州道新知事（行政
首長）元喜龍擔心中國人在濟州圈地成為
「中國城」，最近頻頻喊停多個中國投資項
目，並要求已經獲得上屆道政府批准、但未
開工的項目「從頭再來」。他還宣佈，將大
幅提高外國人通過購買房地產獲得濟州永居
權的條件，而目前這些投資者大部分是中國
人。有韓國媒體擔憂，地方政府輪換後政策
急轉彎，降低外資對韓國的信任度。

令未開工項目重審
據韓聯社報道，濟州道 20 日對藍鼎濟州
開發公司發來通知，稱通過對上月 30 日申
請的濟州神話歷史公園 A 區和 R 區的建築許
可進行核查發現，建築許可申請面積和開發

事業承認面積之間存在一定差異，要求 8 月
29 日之前進行完善。該項目佔地近 252 萬平
米，截至 2018 年投資 2.56 萬億韓元(約合 25
億美元)，藍鼎集團原本打算 24 日舉行開工
儀式，但元喜龍 17 日突然表示，當地歡迎
健康的中國資本，但堅決反對投機性中國資
本，並要求將該項目的後續審批等全部移交
給新的濟州道廳。此外，據韓國《朝鮮日
報》報道，韓國樂天公司和中國綠地集團共
同開發的濟州「夢塔」項目遲遲無法突進，
元喜龍公開表示，將對之前道廳頒發的許可
證書「一一檢驗並從頭開始」。

提高投資移民門檻
據《首爾新聞》報道稱，濟州島今後將大

幅提高外國人通過購買房地產獲得永居權的
條件。元喜龍的職務交接委員會 20 日對外
宣佈，以後外國人要獲得濟州道永久居留
權，除了購買 5 億韓圜(約合 50 萬美元)以上
的房地產外，還必須另外購買 5 億韓圜的
「濟州地方開發債券」，以「改善」濟州道
的投資移民制度。報道稱，目前以尋求永居
權為目的在濟州購買度假村等房產的外國人
有500餘人，主要是中國人。
元喜龍最近接受多家韓國媒體採訪，明顯
表現出對中資的不滿。他 19 日接受韓國紐
西斯通訊社專訪時，對於如何鑒別中國資本
「好壞」稱：「如果他們將這塊地方圍起來
貼上中國城的標籤怎麼辦？只有好好管理才
能避免上述副作用。」

殲-20 英姿
近日，中國研製的第四代戰鬥機殲-20 的最新動態曝光，
網友拍攝到轉場飛行的殲-20 戰鬥機。這架編號為 2011 的最新
一架殲-20 戰鬥機再次起飛升空。據現場的網友描述，與以往試飛
不同的是，這次 2011 號殲-20 起飛後轉赴某試驗場，進行其他的項目測試，這或許
標誌着2011號殲-20的試驗取得重大進展。據悉，2001、2002號殲-20在試飛時也
曾於2012年5月和11月轉赴某試驗中心進行試飛。
■環球網

3軍艦經大隅海峽 再遭日艦機跟蹤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海軍3艘軍艦22日經
過大隅海峽公海水域返航，再次遭到日本自
衛隊飛機和艦艇的跟蹤和拍攝。這是中國艦
艇自去年8月以來再次在該海峽航行。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網站 22 日發佈
公告稱，北京時間22日凌晨2點左右，中國
海軍 2 艘導彈護衛艦及 1 艘綜合補給艦在種
子島以東約 110 公里處海域，從太平洋向東
海方向航行。隨後，日方艦機確認，3 艘中
國軍艦經大隅海峽返航。日本防衛省稱，3

艘軍艦 6 月 7 日經沖繩本島和宮古島之間的
公海駛向太平洋。可能是在太平洋進行訓練
後，22日返回途中通過大隅海峽。
據環球網報道，由於大隅海峽為國際海
峽，外國艦艇航行在國際法上沒有問題。但
長期以來，日方對中方艦機近距離跟蹤監視
和干擾，危害中方艦機安全，是引發中日海
空安全問題的根源。中國國防部曾多次告誡
日方，中方嚴正要求日方停止一切干擾中方
正常軍事活動的行為，確保不再發生類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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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否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將由日方
承擔。中方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