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周萬仰 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

新疆八暴恐犯被執行死刑

穗擬斥270億改造火車站 2016年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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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5宗案件涉及北京天安門廣場暴力恐
怖案，阿克蘇地區搶奪槍支、襲警

案，喀什地區非法製爆案、故意殺人案，
和田地區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放
火焚燒檢查站、殺害國家幹部案。

駕車衝撞天安門
據新華社報道， 經法院判決認定，自

2011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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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夥同吾斯曼．艾山（已死亡）等人以實施
暴力恐怖活動為目的，多次收聽觀看宣揚
宗教極端、暴力恐怖內容的音視頻，糾集
發展成員，逐步形成恐怖組織。2013年
10月7日，上述被告人先後趕往北京會
合，爾後購買汽車、汽油、刀劍、防毒面
具等作案工具，共同策劃暴力恐怖襲擊活

動。2013年10月28日12時許，吾斯曼．
艾山夥同他人駕駛越野車，連續衝撞天安
門廣場前的行人，造成3名無辜群眾死
亡，39人受傷。後玉山江．吾許爾等3名
被告人在新疆被抓獲。法院經依法公開審
理，以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以危險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數罪並罰，分別判處被
告人玉山江．吾許爾、玉蘇甫．吾買爾尼
亞孜、玉蘇普．艾合麥提死刑，剝奪政治
權利終身。

搶奪槍支 襲擊民警
2013年6月28日，阿克蘇地區烏什縣

兩名執勤民警在處置一起暴恐案件時遭遇
暴徒襲擊，被告人肉則．艾則孜乘一名民
警受重傷，另一名民警正在制服暴徒之
際，上前搶奪受傷民警的槍支，並向兩位

民警開槍，爾後攜槍逃跑被當場抓獲。法
院以搶奪槍支罪、故意殺人（未遂）罪數
罪並罰，判處被告人肉則．艾則孜死刑，
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2011年5月以來，被告人阿布都沙拉木

．艾力木夥同他人多次收聽觀看宣揚宗教
極端、暴力恐怖內容的音視頻，進行非法
宗教活動，形成了以其為頭目的恐怖組
織。2013年1月18日，被告人夥同他人
攜帶爆炸裝置，在偷越國境途中被抓獲。
法院以組織、領導恐怖組織罪、非法製
造、運輸、儲存爆炸物罪數罪並罰，判處
被告人阿布都沙拉木．艾力木死刑，剝奪
政治權利終身。
2013年2月以來，被告人買買提．托

合提玉蘇普多次收聽觀看宣揚宗教極
端、暴力恐怖內容的音視頻後，產生實

施暴力恐怖活動的想法。同年 4月 18
日，被告人持刀闖入一群眾家中並將其
殺害。法院依法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被
告人買買提．托合提玉蘇普死刑，剝奪
政治權利終身。

燒檢查站 殺害幹部
2011年10月至12月期間，被告人阿卜

杜莫敏．伊敏先後帶領比拉力．拜爾迪等
恐怖組織成員放火燒燬兩處治安檢查站值
班房和兩輛警車。2013年12月13日8時
許，阿卜杜莫敏．伊敏、比拉力．拜爾迪
等恐怖組織成員將和田地區林業局一名幹
部劫持並殺害。法院以組織、領導恐怖組
織罪、放火罪、故意殺人罪數罪並罰，分
別判處被告人阿卜杜莫敏．伊敏、比拉力
．拜爾迪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 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烏魯木齊、阿克蘇、喀什、和田四地
（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犯有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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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5宗案件8名
罪犯執行死刑。

■新疆於6月16日對北京「10．28」暴力恐怖襲擊案件一審宣判，玉山江．吾許爾等3名被告人被判處死刑。
資料圖片

■天安門暴恐事件曾造成
3死39傷。 資料圖片

涉天安門暴恐阿克蘇襲警等5宗案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富
士康又出命案。20 日凌
晨，富士康集團深圳龍華
觀瀾園區兩名富士康員工
因口角發生肢體衝突，導
致其中一名員工死亡，警
方已展開調查。
據新華網報道，富士康

科技集團方面表示，集團
觀瀾園區20日發生一起因
兩名員工口角引發的刑事
案件，一名員工經送醫院
搶救無效後死亡。
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內部知情人士

稱，不幸被殺的員工是生產車間的
作業員，當天該員工值夜班時去上
廁所，車間安檢員用掃描儀檢查其
身體，看對方是否攜帶了金屬物
品，此間雙方發生口角，最終導致
了悲劇的發生。

據悉，當日凌晨，受傷的員工曾
被送往龍華新區中心醫院，但最終
治療無效身亡；另一名涉嫌殺人的
員工於事發當日向毗鄰富士康的光
明派出所投案自首，後該案被轉入
觀瀾街道轄區的福民派出所處理，
目前富士康正協助警方對案件展開
進一步的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實
習記者 張馨月 重慶
報道）重慶南川區宣傳
部昨日證實，南川區東
勝煤礦5名被掩埋礦工
均遇難，目前現場救援
工作已全部結束。
22日15時許，重慶
南川區東勝煤礦東翼
5680採煤工作面採空
區冒落，發生大面積
竄矸，導致採煤工作
面5名工人被掩埋。
昨日凌晨，救援人員曾初步確定

被掩埋礦工位置，70名救援人員展
開救援。9時30分，救援人員找到
被掩埋的5名工人遺體，現場救援工

作結束。
目前，5名工人遺體已被送至殯儀

館，有關部門正開展善後工作。據
了解，東勝煤礦屬民營企業，年產
15萬噸，相關證照齊全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 四川省廣元市昨
日凌晨發生一起民警接處警過程中
槍支走火致人受傷，經搶救無效死
亡事件。目前，廣元市相關部門已
介入調查。
據中新網報道，昨日零時30分

許，廣元市利州區公安分局南河派
出所值班民警接報指，在南河「蜀
風」酒店對面有人鬧事。接警民警
立即趕往現場，見多人聚集爭吵，
經了解，當事雙方因酒後發生口
角。民警立即進行勸解，並控制其
中一持械傷人男子準備帶離現場，

其餘人員上前阻撓並再次糾纏、扭
打。見事態嚴重，2名民警同時鳴槍
警告，但雙方並未理會，繼續相互
拉扯、扭打，導致一民警槍支走
火，擊傷其中一方人員梁某（男，
33歲，利州區寶輪鎮人）。現場民
警立即撥打120急救電話搶救。凌晨
2時，梁某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死
亡。
事發後，廣元市、利州區兩級公

安機關高度重視，立即組織對事件
進行調查和後續處置工作。目前，
事件正在進一步調查中。

重慶煤礦倒塌 5礦工遇難

川警制止扭打 槍支走火1死

深富士康兩員工衝突1死

■22日晚，家屬在工作人員安排下在休息室等待被
埋親人的消息。 中新社

■深圳富士康兩員工口角釀命案。圖為觀瀾科
技園。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古寧廣州
報道）穗日前出台涉及283項重
點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涉及國際
航空樞紐港工程、鐵路主樞紐工
程、城際城市軌道交通工程等12
個方面，總投資高達 8,295.7365
億元。而廣州火車站改造工程位

列其中，月台規模將由4站台7線
擴建為10站台20線，計劃2016
年開工，2019 年完工，總投資
270.3億元。
記者注意到，相關工程涉及城

市道路、地下軌道、鐵路樞紐、航
空港及軌道交通等，其中也涉及到

備受關注的廣州改造。廣州火車站
1974年建成，幾乎廣州周邊所有
城市都希望將鐵路線路與廣州火車
站連接，但廣州火車站已無法承
受。廣州火車站目前僅7個站台，
7條到發線，接發列車能力日均僅
為35對，設計日發送旅客能力3萬
人次。目前，該站日均辦理接發圖
定旅客列車113對，日均到發旅客
約11萬人次。
業界人士指，只有把廣州火車

站貨運功能剝離，改造後才能滿足
接駁需要。根據初步的時間表，廣
州火車站改造將於2016年動工，
2019年完工，總投資270.3億元，
其中2014年投資為1,000萬元。改
造內容包括廣清城際、廣佛肇城
際、廣佛江珠城際引入廣州站線路
及站場設施，站場規模由4台7線
擴建為10台20線。同時，到2018
年還將建成兩大鐵路工程，廣州北

站綜合交通樞紐工程和南沙港鐵
路。

南沙商務機場明年開工
去年8月底，廣州南沙區總體規

劃確定將建南沙商務機場，此次相
關實施意見透露，南沙商務機場預
計2015年開工，2016年完工，總
投資60億元，但並未透露具體選
址。此外，白雲機場FBO項目總
用地約630畝，擬分期進行建設，
一期佔地188畝，新建一座5,000
平米的商務航空服務大樓、1萬平
米的2個停放機庫以及4.4萬平米
的停機坪和1,000平米的停車場
等設施。二期佔地442畝，計劃
擴建停機坪面積約4萬平米，新
建5,500平米的維修機庫和1,000
平米的附屬樓等設施。將於2015
年開工，2016年完工，總投資10
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近期媒體報道「移民時沒
註銷中國戶口，返國後會被公安禁出境」一事，
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22日表示，中國公安邊防
機關不限制取得外國永久居留權但未註銷中國戶
籍的內地居民出境。中國現有法律不要求已取得
外國永久居留權的本國居民註銷國內戶籍。
據中新社報道，近段時間以來，有媒體刊登「移
民時沒註銷中國戶口，返國後會被公安禁出境」的
報道，稱中國的入出境管理部門幾年前在海關採取
行動，重點稽查擁有外國居留身份的移民的國內戶
籍，發現沒有按規定註銷戶口的，會禁止其出境，
須返回原居地註銷戶口後，方可放行。
消息刊登後，加拿大當地華人社團和個人紛紛

致電總領事館進行核實和諮詢。
總領事館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第
九條規定，定居海外的中國公民，自願加入或取得
外國國籍的，自動喪失中國國籍。因此，當事人應
到戶籍所在地公安機關註銷戶籍。但中國公民如具
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條規
定情形的，邊檢機關將依法阻止其出境。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4月份以來，受
異常天氣影響，新疆部分地區特別是伊
犁河谷持續乾旱少雨，多個縣市不同程
度遭受嚴重旱情，直接經濟損失超過43
億元。
據新華社報道，新疆自治區防汛抗

旱指揮部副主任敖志剛介紹，今年春
季，新疆北部、天山山區、南疆氣溫分
別較常年偏高，全區降水量偏少，其中

北疆和天山山區偏少近２成，南疆偏少
8成。6月份以來，北疆地區降水和歷年
同期相比偏少，特別是伊犁河流域降水
偏少5成左右。
另據了解，不少鄉村農作物較正常年份

矮小，甚至部分農田因缺水廢棄或絕收。
截至目前，旱情已導致全區牧民定居

區近72萬畝草料地減產60%以上，50
多萬畝草料地基本絕收。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學術期刊
《國際新聞界》
發表聲明說，北
京大學歷史系博
士生于艷茹發表
的論文構成嚴重
抄襲，5年內拒
絕于艷茹投稿。
《國際新聞

界》日前在一份
罕見的網絡聲明
中，披露了于艷

茹學術不端的事實。
于艷茹目前擔任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

研究所博士後流動站的研究員。她被指
在一篇2013年發表的《1775年法國大
眾新聞業的「投石黨運動」》的論文
中，大量抄襲美國學者尼娜．基爾巴特

（Nina Gelbart）的早期學術論文。
于艷茹在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

位，師從中國歷史學家高毅。這篇備受爭
議的論文，是在于念博士期間發表的，刊
在《國際新聞界》2013年的第7期。

5年內拒絕其投稿
《國際新聞界》在這份聲明中透露，

編輯部是在讀者舉報後才發現于艷茹論
文剽竊的事實。「本刊仔細對比以上兩
篇論文後，發現于艷茹在其論文中大段
翻譯Gelbart的論文，直接採用Gelbart
引用的文獻作為注釋。」聲明中說。
該雜誌說，于艷茹的行為「已經構成
了嚴重抄襲，」並表示將對于艷茹進行
懲罰，包括對于的行為發出公告，並通
報其單位，聯繫相關文獻收錄機構，刪
除該文章的電子版，並在5年內拒絕于
艷茹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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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持續乾旱 損失逾43億

學術期刊曝北大博士生抄襲

《國際新聞界》披露
北大博士生抄襲國外
論文。 網上圖片

■■廣州火車站改廣州火車站改
造將於造將於20162016年動年動
工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一）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證件或者拒絕、逃避接
受邊防檢查的；
（二）被判處刑罰尚未執行完畢或者屬於刑事案
件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
（三）有未了結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決定不准
出境的；
（四）因妨害國（邊）境管理受到刑事處罰或者因
非法出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被其他國家或
者地區遣返，未滿不准出境規定年限的；
（五）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國務院有關主
管部門決定不准出境的；
（六）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

六種情形可禁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