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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這並不是官方的數據，而是國家統
計局工作人員結合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

據(2011年4月公布)，根據個人興趣愛好所做
的研究，發在內部刊物上，並沒有對外發佈。
雖然並非官方發佈，但卻是基於第六次人口普
查結果而產生的。
據江蘇新聞報道，今年4月，中華伏羲文化

研究會華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顯
示，在百家姓排名前三位的王、李、張是中國
最大群體的姓氏，多種調查表明，如今的百家
姓格局早已發生改變。

江蘇「王」姓最多 源六朝名門望族
該研究會副主任袁義達表示，自宋朝以來，

李、王、張一直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
李姓和王姓的人口在不同時代各有不同，排序
經常在伯仲之間。從「趙錢孫李」到「王李張
劉」，究其原因，姓氏排序的目的也大不相

同，「每個朝代都有姓氏統計，在宋朝比較突
出，趙錢孫李是按照官員實力定的，由於比較
朗朗上口，為了推崇蒙學，就這麼定了，但是
自古以來王、李都是大姓。」
袁義達說，《百家姓》以趙姓打頭，並非因

為趙為天下第一大姓。而是因為它成書於北
宋，而宋朝的皇帝姓趙，趙當然要排在第一

位。但其實，從古至今，王從來就是大姓，因
為歷朝歷代許多皇族後人及入主中原的少數民
族大多數都會改姓王。在南京，整個六朝時期
「王」姓是絕對的名門望族。據統計，目前，
江蘇第一大姓，也非「王」莫屬，約564.5萬
人。然而不論千百年來，各姓氏排名如何變
化，其意義早已超出文字符號本身。

新百家姓出爐新百家姓出爐 王李張居前三王李張居前三
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研究產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最新版百家姓
排行榜近日出爐，王、李、張三大姓
氏排名新「百家姓」前三位。上海市
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24日發佈一
則消息，稱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內地王姓人口達到9468萬人，佔總人
口7.1%，王李張劉陳居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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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適應當前反恐維穩形勢，進一步提升街面反恐防
恐能力，24日，北京市公安局召開巡警系統工作會，公安部副部長、
市委常委、市局局長傅政華出席會議並講話，要求大力推進巡邏防控
體系建設，切實提升街面反恐防恐能力。

情報先行「五警聯動」
會議指出，今年以來，巡警系統立足首都反恐維穩的基本定位，

街面反恐防恐能力得到有效提升。上半年，巡警系統共盤查檢查可
疑車輛153.6萬餘輛、人員451.7萬餘人，抓獲拘留處理以上人員
8,400餘人。下一步，巡警系統將牢固樹立「抓兩頭、帶一面」（內
抓中心區、外抓檢查站，牽動社會面整體巡控）的工作理念，堅持
情報先行、進一步固化街面警力、強化日常核錄，充分發揮武裝巡
邏、視頻巡控、摩托車巡邏和攜犬巡邏等巡邏措施的作用，落實巡
警、特警、交警、武警、輔警「五警聯動」的協同作戰工作機制，
建立完善以「做精中心區、做實檢查站、做專武裝處突車、做強站
巡制、做大視頻巡控」為主幹的巡邏防控體系。
傅政華強調，巡警工作是首都公安工作和反恐防恐專業力量的重

要組成部分，在維護首都安全穩定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要堅
持民意主導和問題導向，通過大力加強巡邏防控體系建設，進一步
提高見警率，強化街頭震懾，有效提升反恐防恐能力，為維護首都
安全穩定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今日是第27個國際禁
毒日。最高人民法院昨日召開新

聞發佈會指，目前內地毒品犯罪
已從邊境、沿海地區逐漸向內陸
地區多渠道、全方位的蔓延。據

悉，去年一年和今年前5個月，
內地共有14萬人因毒獲刑。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

馬岩表示，現在毒品犯罪已經從邊
境、沿海地區逐漸向周邊、內陸地
區多渠道、全方位的蔓延。2013
年，內地審結的毒品犯罪案件，以
省排名，排名靠前的省份有廣東、
浙江、重慶，特別是廣東毒品犯罪
數量在2007－2013年始終居於內
地首位。雲南、廣西、重慶現在毒
品犯罪數量高發，東北地區的遼寧
省受各種因素影響，毒品犯罪案件
數量快速增長。
近年來，受全球毒品氾濫影

響，內地毒品違法犯罪呈現高發
態勢。據統計，2014 年 1至 5
月，內地法院新收毒品犯罪案件

43,180件，同比增長30.19%；
審 結 37,186 件 ， 同 比 增 長
31.15%；判決發生法律效力的犯
罪分子 39,762 人，同比增長
27.38%，其中判處五年以上有期
徒刑、無期徒刑至死刑的9168
人，同比增長23.21%。

毒品犯罪 堅決嚴懲
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表

示，內地法院堅持對毒品犯罪從
嚴懲處力度，確保死刑適用準確
有力。他說，對於嚴重毒品犯罪
以及毒梟、職業販毒等主觀惡意
深、人身危害大的毒品犯罪分
子，依法予以嚴罰，該判處重刑
的堅決判處重刑，符合判處死刑
的要依法判處死刑。

新疆銷毀毒品1.55噸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芮田甜 昆
明報道）記者 25
日從雲南省公安廳
新聞辦獲悉，作為
中國禁毒鬥爭的最
前沿和主戰場，
2011 年 至 2013
年，雲南共破獲毒
案5.3萬起，抓獲
毒販5.6萬人，繳
毒 50 餘 噸 。 其
中，海洛因、冰毒
繳獲量分別佔內地
總 數 的 80% 、
70%。與此同時，共有7名公安民警、
2名邊防官兵、3名輔警在禁毒鬥爭中
不幸犧牲，90餘名民警負傷。

多國聯手破毒品大案
曾經震驚海內外的湄公河「10．5」
慘案的告破，是中國警方與緬甸、泰
國、老撾警方國際禁毒警務合作的成
功案例，為國際警務合作打下了堅實
基礎。
據介紹，西雙版納地處西南邊陲，

由於邊境線長面廣，通道眾多、出入
便利，若僅依靠境內堵截，入侵的毒
品將堵不勝堵。2012年5月，西雙版

納警方通過境外情報線索與老撾警方
聯手，在老撾勐新縣破獲一起特大販
毒案件，繳獲冰毒1.5噸，抓獲4名老
撾籍犯罪嫌疑人。這是雲南警方三年
來在境外破獲毒品個案數量最多的一
起，也是西雙版納公安機關與境外警
方聯手破案的成功範例。
雲南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廳副

廳長嚴尚智稱：「雲南毗鄰金三角毒
源地，毒品生產加工在境外、危害在
境內，要減少毒品危害，最根本的就
是要加強除源工作，只有挖毒根、除
源頭，才能有效遏制毒品違法犯
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烏魯
木齊報道）新疆禁毒委日前在新疆警
察學院舉行焚燒毒品誓師大會，共銷
毀各類毒品1.55噸。這也是近年來新
疆禁毒工作中銷毀毒品數量最多的一
次。
24日上午12時49分許，民警陸續將
檢獲的不同種類的毒品放入一個個大
袋子裡，用吊車將大袋子傳送到分解
樓二樓，再投進溫度高達1000℃的旋

窯內焚化。據負責焚燒的工作人員
說，這樣毒品焚燒後，經過管道時再
進行吸塵等多道工序，所排出的煙道
氣和粉塵不含有毒成分，符合焚燒爐
排放標準，最大限度降低了對環境的
影響。
據統計，今年1至6月新疆警方共破

獲毒品案件846起，抓獲犯罪嫌疑人
984名，繳獲各類毒品1,044.8千克，
取得了較好的戰果。

香港文匯報訊 浙江警方昨日通報了此前
破獲的一起特大持槍販毒案，抓獲犯罪嫌疑
人46人，繳獲冰毒、麻古等毒品4公斤左右
以及部分槍支彈藥。該批毒品主要來源於廣
東，由販毒團夥頭目譚某親自運至浙江杭州
臨安各實施分銷。警方現已將譚某等人抓捕
歸案。
據中新社報道，今年2月初，臨安市公安
局禁毒大隊在工作中得到線索，安徽太湖籍
陳某在臨安涉嫌販毒。警方經偵查發現，這
很可能是一個人員眾多的販毒網絡。很快，
偵查民警以陳某為突破口，逐步理清了以重
慶籍犯罪嫌疑人譚某為核心的販毒網絡，梳
理出涉嫌販毒人員30餘人。
24日下午14時，在浙江高速交警的全力配
合下，專案組在杭州境內杭徽高速公路龍崗
互通岔口處，截獲譚某的車輛，並成功將車
內的譚某等3名嫌犯抓獲，現場搜出冰毒3公
斤。
與此同時，其餘抓捕小組亦在江西贛州和
臨安等地的租房內抓獲39名該團夥成員，其
中包括了團夥骨幹、馬仔、零星販賣人員和
吸毒分子。

截至目前，已有46名嫌犯相繼落網，部分在逃。查
獲冰毒和麻古若干，另繳獲2支仿真槍、1支鋼珠槍、
50發鋼珠彈、7把管製刀具、2支弩。至此，這一在臨
安蟄伏多年的販毒團夥最終被警方搗毀。
當前，該案仍在進一步深挖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記者昨日從廣州市公安局獲悉，近
日，警方成功摧毀一個特大黑社會性質
犯罪集團，抓獲74名犯罪團夥成員。該
黑社會「老大」馮某針為當地一名村
長，其利用村幹部身份，以暴力手段大
肆收保護費、控制賭場放高利貸，插足
建築工程等牟取巨額錢財，涉嫌故意傷
害多人。行動中，警方繳獲槍支6支、
子彈27發，以及砍刀、弓弩、制槍配件
等一大批武器裝備。

黑老大當村長 掌控地下賭場
據介紹，2013年以來，廣州白雲區鍾落

潭鎮竹料區域連續發生多起涉槍故意傷害
案，廣州警方隨後就此展開調查。經偵查，
涉黑團夥首腦馮某針早年因犯搶劫罪、傷
害罪入獄，2007年刑滿釋放後，馮某針帶
領團夥成員通過暴力手段及隱形威懾，長
期控制着廣州白雲區竹料、鍾落潭一帶的
地下賭場。該犯罪集團成員眾多，兇殘好
鬥，為實現非法利益的最大化，依託於暴
力手段採取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
索、綁架勒索等方式達到非法控制的目的。
其間，馮某針還利用手段當選村長。
24日凌晨，廣州警方出動700多名精

銳警力，將以馮某針為首的黑社會性質
組織徹底摧毀，抓獲犯罪團夥成員66

名，加上前期抓獲的8名犯罪團夥成員
及繳獲的6支手槍，截至目前共抓獲該
黑社會組織成員74人，首腦、骨幹成員
全部抓捕歸案，共繳獲各類槍支12支、
子彈27發以及砍刀、弓弩等一大批殺傷
性武器裝備。
經初審，廣州警方掌握了該犯罪組織

共涉及各類案件110多宗，其中非法持
有槍支彈藥25宗、故意傷害17宗、尋
釁滋事13宗、敲詐勒索12宗、搶劫10
宗、販賣毒品7宗、綁架勒索5宗。

廣州搗特大黑幫 74人落網

滇三年繳毒逾50噸 拘捕5.6萬人

■雲南三年繳毒逾50噸。圖為雲南邊境銷毀毒品現場。
本報雲南傳真

■■浙江臨安警方昨日通報破獲一浙江臨安警方昨日通報破獲一
起特大持槍販毒案起特大持槍販毒案，，現場展示了現場展示了
所繳獲的毒品冰毒所繳獲的毒品冰毒。。 中新社中新社

■團夥首領馮某針被警方控制。
本報廣州傳真

■廣東佛山禁毒委員會在三水國家森林公園公開銷毀各類毒品。
中新社

■北京朝陽警方巡警支隊摩托車隊參與武裝巡邏。 資料圖片

最高法：毒品犯罪從邊境向內陸蔓延
■新百家姓排名出爐，王李張居前三。圖為百家大姓圖騰。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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