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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紅會官員赴宴被處分
市紀委通報四宗違反中央八項規定案件

北京市紀委通報的四起違紀案分別是：

涉違規發放過節禮及補貼
北京國家糧食交易中心主任劉鈺發放節禮問題。2013
年12月至2014年1月，該交易中心先後購買冷凍食品、
購物卡發放給工作人員，劉鈺被處以黨內警告處分。
北京市懷柔區文化產業發展促進中心黨組副書記、主任
呂曉國發放補貼問題。該中心以加班補貼的名義向幹部職
工共計發放27,300元人民幣，呂曉國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總隊公益西橋站派出所所長趙軍接受
補助問題。新發地長途客運站與公益西橋站派出所所長趙
軍商定，每月給予公益西橋站派出所全所民警伙食補助
費，公益西橋站派出所所長趙軍將該費用於該所績效考評
發放獎金、家訪慰問、日常購買物品等方面使用，趙軍被
行政記過。
北京市紅十字會血液中心成分科副科長王占一接受宴請

等問題。王占一在參加某公司邀請的培訓活動中接受宴請
和娛樂活動，並收受了贈送的禮品，被警告處分並調離現
崗位。

專家：已形成持續震懾力
中國社科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指出，節風

與官風，絲絲入扣，層層相依。別小看幾塊月餅，幾瓶好
酒，幾桌飯菜，幾張賀卡，一旦與公款扯上關係，就能從
其消長變化之中，實實在在地看出公共財政的健全度、公
共監督的有效性，以及法治精神的存在感和廉政制度的執
行力。
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亦

表示，十八大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以八項規定起步抓
黨風，然後以節日為節點，以禁令為形式，將「點」連成
「線」，形成了持續不斷的震懾力，有助於消除官場積
弊，使良好的黨風政風帶動民風社風。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華爾街日報》
網站日前發表題為《中國官員逃離公共
部門轉向私企》的文章稱，北京的反腐
和勤儉節約運動正促使一些官員和國企
老闆到私營部門尋找更好的職位。
文章表示，近年來，政府和國有部門
的工作在中國都是最受歡迎的，因為工
作穩定、收入豐厚而且能接觸到權力體
系。然而，這種局面正在發生變化，因
為官員們享受到的好處——從宴會到商
務艙的座位再到商學院學習，正在共產
黨的勤儉節約運動中被取消。
文章引述瑞穗證券經濟學家沈建光

說：「對於中國官員來說，獲取灰色收
入變得越來越難，腐敗的風險增加。這
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大批官員離開政
府，我預計這一趨勢還將繼續下去。」
文章稱據熟悉情況的人說，北京正計
劃推出規定，限制前官員加入他們在政
府任職時曾與之打交道的公司。在這些
規定出台前，一些官員可能提早跳槽。
而據高管獵頭公司說，跨國企業不那
麼樂意招聘他們。特別是在美國對聘用
中國官員子女的企業展開調查後。共產
黨也對官員們離開政府前往外企更加敏
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秋佳節前夕，北京市紀委通報了四宗違反中央八項

規定的典型違紀案件，涉及違規發放節禮、發放補貼、吃喝宴請等問題。其中北京市紅十字會的

一名副科級官員因接受宴請受到警告處分並被調離現崗位。北京專家稱，節風與官風密切相關，

在中央持續升級的反腐風暴中，各地以節日為節點，以禁令為形式，對節日歪風保持高壓態勢，

有助於消除官場積弊，使良好的黨風政風帶動民風社風。

內蒙騰格里沙漠腹地驚現污水「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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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紅十字會血液中心一名副科長接受宴請和北京市紅十字會血液中心一名副科長接受宴請和
娛樂活動娛樂活動，，並收受了贈送的禮品並收受了贈送的禮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一涵北京報道）最高
人民法院日前發佈消息稱，目前全國已有3,435家
高、中基層法院實現了與最高人民法院的互聯互
通，覆蓋率已達99%，10月1日後，最高人民法
院對重複進京訴訟信訪，將採用視頻接訪方式。
相關人士指出，自今年5月30日最高法遠程視頻
接訪系統運行以來，已經完成接談800件，信訪
民眾親自到最高法遞送信訪材料的情況明顯下
降，安保等多重壓力得以緩解。
據了解，最高法信訪接待立案大廳常年面對大

量信訪群眾，安保壓力巨大。信訪立案大廳法警
隊一年扣押各類管制刀具4,000把左右，每月在信
訪人員攜帶物品中檢查出20-30瓶農藥。
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錢曉晨向媒體表

示，自最高法開通遠程信訪系統後，信訪民眾親
自到最高法遞送信訪材料的情況明顯下降。遠程
視頻接訪採取「三方會談」方式，讓當事人和地
方法院都能充分表達意見，真實還原案件審理過
程，有利於做好矛盾化解和息訴服判工作。

重複進京訴訟信訪
最高法採視頻接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據中國
地震台網測定：9月6日18時37分在河北省張家
口市涿鹿縣（北緯40.3度，東經115.4度）發生
4.3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鄰近張家口的首
都北京震感明顯。
「剛才是地震了嗎，剛想小睡一會兒，床晃了

好幾下。頭暈目眩。」傍晚6點40分許，家住北
京北四環附近的微博網友「空氣」說，因為自己
經歷過汶川地震，所以對這些異動非常敏感，連
忙用手機刷微博看，發現所感並非幻覺。家住豐
台區的網友「7-ben」也發微博：「今天6點30
分……涿鹿地震了……我晃了兩晃……跟我媽說
地震了……然後我媽也感覺到了……我和爸媽趕
緊往出跑……如果真是瞬間地震……我覺得我的
逃生速度太慢了……」

張家口4.3級地震 北京震感明顯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肖
剛 蘭州報道）
記者昨日從甘
肅省慶陽市環
縣外宣辦了解
到，當日 7時
40分許，該縣
發生一起特大
交通事故，由
於下雨路面濕
滑致使一輛搭
載14人的農用
三輪車發生翻
側，目前，事
故已造成11人
遇難，另有3名重傷者正在搶救中。
事發地點位於環縣城東塬通村油路東山距坡底

約1公里處，從環縣城東塬向七里溝方向行駛的
甘M25656農用三輪車在下山轉彎處駛出路面，
撞上磚牆發生翻側，當場致使2人死亡，有9人送
醫院經搶救無效死亡。根據法律，農用三輪車載
客屬違法行為。據悉，3名傷者目前1人被送往慶
陽市醫院救治，2人在縣醫院救治，甘肅省公安
廳已派出調查組趕赴環縣調查事故原因。

甘肅農用三輪車載客翻側11死

香港文匯報訊 內地媒體報道稱，內蒙
古自治區騰格里沙漠腹地，部分地區出
現排污池。當地牧民反映，當地企業將
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排污池，讓其自然
蒸發，然後將黏稠的沉澱物，用鏟車鏟
出，直接埋在沙漠裡面。

化工企業將污水直排沙漠
據《新京報》報道，在內蒙古阿拉善
左旗與寧夏中衛市接壤處的騰格里沙漠
腹地，分布着諸多第三紀殘留湖，這裡
地下水資源豐富，地表有諸多國家級重
點保護植物，是當地牧民的主要集居
地。與黃河的直線距離也僅有8公里。
「騰格里」在蒙古語裡的意思是
「天」，用以描述沙漠「像天一樣浩渺無
際」。然而近日，就在這片浩渺無際的沙
漠深處，卻出現了一片「天」一樣大的污
水處理坑，並發出濃烈的刺鼻氣味。
近年來，內蒙古和寧夏分別在騰格里
沙漠腹地建起了內蒙古騰格里工業園和
寧夏中衛工業園區，引入了大量的化工
企業。當地居民說，這些企業正在將未
經處理的污水源源不斷地排入沙漠。
當地牧民說，這些排污池實際上是蒸
發池，未經處理的廢水排入後，經過自
然蒸發，然後將沉澱下來的黏稠的沉澱
物，用鏟車鏟出，直接埋在沙漠裡面。

專家：嚴重威脅生態環境
此外，工業園區內的企業同時也在開
採着地下水用於生產。知情人表示，在

額里斯鎮沙漠腹地，有大約40多口挖掘
深度大約在180米的取水井，均是供應工
業園區生產用水。知情人稱，水井數目
逐年增多，井也越挖越深。
著名植物學家和草原生態學家、內蒙古

師範大學生態學教授劉書潤表示，一旦地
下水被污染，千百年來牧民們生存的棲息
地不僅將失去，更重要的是，我國的第四
大沙漠—騰格里沙漠獨特的生態環境可能
也將面臨嚴重威脅。「沙漠地下水一旦被
污染後，修復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局回應：已成立調查組
內蒙古阿拉善騰格里經濟技術開發區

管委會陳主任昨日表示，目前內蒙古自
治區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開發區管
委會已成立聯合調查組，對污染事件進
行調查和整改，具體的調查正在進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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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紫
晨北京報道）飛機製造巨頭
波音公司預測2030年中國將
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航空
市場，單通道客機將在更長
時期面臨需求激增。
據《華爾街日報》和《金

融時報》報道，波音公司中
國銷售負責人表示，廉價航
空公司迅速擴張以及中國政
府加大發展內陸省份經濟助
推中國客機市場需求增長。
據了解，波音公司東北亞
銷售高級副總裁穆尼爾
（Ihssane Mounir）表示，
一旦廉價航空公司形成規
模，越來越多的人將選擇航
空旅行，屆時中國市場需求
將出現新一輪增長。

未來20年將購逾6千架商用機
穆尼爾還表示，發展更多
廉價航空公司和大型航空公
司的地區子公司是中國政府
經過深思熟慮制定的一項計
劃，意在刺激內陸省份經濟
增長並提供配套設施，同時
通過開發更多直達航班緩解
北京、廣州和上海機場的擁
堵問題。

此外，波音公司在年度中國市場預
測報告中指出，中國的航空公司在接
下來的20年裡會購買6,020架商用飛
機，價值約8,700億美元，其中單通
道客機佔總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報
告認為，2014年至2033年，中國客
機需求將佔全球市場需求的六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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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延東冀漢學成跨文化交流載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晨靜、馬玉潔
北京報道）由中國國家漢辦和中國人民
大學共同主辦的第四屆世界漢學大會昨日
在北京開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
院副總理劉延東出席開幕式並致辭。在孔
子學院成立十周年之際，來自38個國家
和地區的200餘名專家學者將從多學科視
角就東西文化交流展開對話。
劉延東在開幕致辭中指出，漢學作為

跨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載體，肩負着溝通
中外文化、深化理解友誼的光榮使命，

「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為了更好地溝通中外文化，劉延東提

出三點倡議：首先應加強中外合作研究，
尤其是青年人才的聯合培養和中國優秀作
品的翻譯；同時，要深化民間人文交流，
促使漢學研究「走出象牙塔，走進尋常百
姓家」；更要包容互見，推動世界的文明
和諧共生。「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在差
異中求共識，在包容中促和諧，在合作中
共發展，這是人類所應有的文化觀。」劉
延東說。

9月27日迎首個「孔子學院日」
據介紹，自2004年創辦以來，孔子學
院已經在全球122個國家建立了458所分
院和710個中小學課堂，註冊學員接近
一百萬人，成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在眾多國家孔子學院的倡議
下，本月27日將迎來首個全球「孔子學
院日」，各國孔子學院將開展豐富的慶
祝活動，孔子學院總部也將舉辦首個開
放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記者從廣東省疾控中心獲悉，繼廣
州多個區發生登革熱疫情後，佛山南
海、順德，中山、江門等地也出現本地
聚集性病例。據通報，截至9月4日凌
晨，廣東省已報告登革熱病例1,145例，
其中廣州佔了九成。專家呼籲，市民要
注意家裡防蚊滅蚊，出現可疑症狀盡早
就醫。

省疾控中心主任張永慧介紹，一般來
說，廣東登革熱的高發季節是9、10月，
但今年高峰期提前殺到。截至9月4日凌
晨，廣東省已經報告登革熱病例1,145
例，其中1,118例為本地病例，27例為輸
入性病例。其中，廣州市有1,021例、佛
山有68例、中山26例、江門20例。「目
前絕大部分病例為輕症病例，但傳播多
了，重症的容易出現。」張永慧表示，

目前重症病例有31例。
廣州市的登革熱疫情在10個區的95

個街道都有出現，中心城區如越秀
區、白雲區、南沙區的病例數都超過
100例規模。目前，雖然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但疫情緩解還需要一段時間才
能顯現出來；而上述其他地區的蚊媒
密度仍處高、中風險，登革熱呈現區
域性擴散。

粵登革熱病例1145宗 廣州防疫嚴峻 ■事故現場。 網上圖片

■騰格里沙漠深處出現「天」一樣大的排污池。 網上圖片

■未經處理的工業污水通過圖中的橡膠管
直接排入沙土中。 網上圖片

■一處污染物填埋點暴露在沙土上的化
工結晶體。 網上圖片

■劉延東在會上致辭。 記者馬玉潔攝

■第四屆世
界漢學大會
開 幕 式 現
場。 記者
馬玉潔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