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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軍委辦下發通知 促做好烈士紀念日活動

國家和地方周二將公祭烈士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
央軍委辦公廳近日下發了《關於做好烈士紀念日紀念
活動的通知》（下簡稱 《通知》）。 《通知》要求，
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要精心組織安排烈士紀念日各項
紀念活動。

9 月 30 日為烈士紀念日
據新華社報道，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作出關於設立烈士紀念日的
決定，將9月30日設立為烈士紀念日。

《通知》強調，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進程中，深入開
展烈士紀念日紀念活動，緬懷烈士功績，弘揚烈士精
神，對於培養公民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精神和社會
主義道德風尚，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增
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激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強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
意義。
《通知》要求，烈士紀念日當天，國家將舉行公祭
烈士活動，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和有中國烈士紀念設

施國家的中國駐外使領館，都要舉行公祭烈士活動，
深切緬懷烈士的不朽功績。

組織走訪慰問烈士遺屬
《通知》要求向烈士墓敬獻鮮花。烈士紀念日當
天，各地要動員和組織黨政機關幹部、學校師生、部
隊官兵以及社會各界群眾向烈士墓敬獻鮮花；中國駐
外使領館要動員和組織使領館工作人員、華人華僑、
留學生、中資機構代表等向中國在境外的烈士墓敬獻
鮮花。《通知》還要求開展網上紀念烈士活動。

《通知》指出，烈士紀念日前後，各地要組織走訪
慰問烈士遺屬，積極為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同時動員
社會力量為烈士遺屬送溫暖獻愛心，讓他們切實感受
到全社會的尊重，進一步增強榮譽感。
《通知》提出，要認真研究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統
籌各方力量，細化明確分工安排，精心抓好各項紀念
活動的落實，既確保紀念活動莊嚴、肅穆、隆重，又
嚴格遵守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杜絕鋪張浪費。要充分
利用紅色資源，加大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力度，強化烈
士紀念設施教育功能。

京500警力護衛天安門廣場
增配新型防暴叉約束毯 國慶期間各地加強安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實習記者 朱
昊 北京報道）國慶將至，內地各省市均加強
安保，裝飾一新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安保也隨之
升級。記者了解到，北京警方至少出動 500 警
力投入天安門安保，新型防暴叉、約束毯等處
突裝備也將亮相天安門廣場。距天安門最近的
地鐵站前門站在國慶期間亦被臨時封站 6 天，
防止意外發生。有關部門預計，國慶期間，天

■北京公安展示新型防暴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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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記者朱昊 攝 ■北京公安示範使用約束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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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門日均遊客將突破十萬人次，天安門為此採
取團隊預約入場管理工作機制，團隊遊需提前
一天預約。
京天安門公安分局有關負責人介紹，目前天安門警
北察編制約
500 人，每輛防暴處突車上都給民警配備

了防刺背心、盾牌、警戒線、約束帶等常用裝備，另外
還增配新型防暴處突叉和約束毯等「新裝備」。
據警方介紹，新配備的第六代防暴處突叉，採用合金
材料，重量只有 2.7 公斤，還可伸縮，長度最長能達到 3
米，可打開 60 度，夾住體形更大的人員。頂端還有彈簧
設計，既能有效將嫌疑人「鎖」住，又可人性化地避免
將嫌疑人弄傷。約束毯也是天安門地區特有的警用裝備
之一，這種毯子高 1.8 米，寬 1.2 米，並設有黏貼條，主
要用於「柔性案件」，可快速將醉酒及精神異常等嫌疑
人控制。

■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的一處安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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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遊需提前一天預約
十一前夕，天安門地區各個安檢口都配備了防撞金色移
動護欄，據了解，這種護欄可以移動和接長，以保證接受
安檢人員的安全。天安門公安分局協調天安門管委會、北
京市旅遊委採取實施團隊預約入場機制，並開通5個團隊
專用通道，廣場東西入口還新增安檢機和安檢門，團隊可
提前一天預約安檢，等候時間將縮短一半以上。
據警方介紹，高等級安檢制約遊客通行速度，如實施
逐人安檢核錄、重複安檢、等候時間長等因素極易引發
遊客不滿。因此，採取團隊預約入場機制可解決大客流
有效安檢難題。

地鐵前門站周二起封站 6 天
據了解，十一期間天安門地區將增加安檢人員，據測
算每名安檢員每天在崗位安檢 1,200 餘人次，平均 10 秒
彎 一 次 腰 ， 開 包 檢 查 600 餘 個 包 裹 ， 民 警 每 天 核 錄
14,000 餘人次，每月達 40 餘萬人次。今年 8 月份，共查
獲可疑人員5,000餘人。
此外，記者獲悉，地鐵 2 號線前門站自 9 月 30 日至 10
月 5 日臨時封站，2 號線各次列車在該站通過不停車。另
外，國慶節期間，動物園站高峰時段也將封站。

■裝置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大花籃」。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昊 北京報道）國
慶將至，首都北京喜慶的節日氣氛日益濃重，天
安門廣場及長安街沿線國慶 65 周年花卉已於昨日
擺放、安置完畢。據北京市園林綠化局日前公布
的國慶擺花方案，今年國慶期間有75萬盆、120個
品種的鮮花扮靚京城，這些花卉都布置在城市開
放空間，以便市民遊客觀賞。
此次花卉布置中，最引人注目的還屬矗立在天
安門廣場中心，花壇直徑 50 米、頂高 15 米的巨型
「大花籃」。據了解，今年國慶花卉布置中首次
使用了 3D 打印技術，根據做出的模型來確定每朵
花、每片配葉的空間位置，使花壇造型更逼真，
尺寸更加精確。而 15 米高的「大花籃」，經過施
實習記者朱昊 攝 工人員的配重和結構處理後，可抗10級大風。

遇突發事 武警 30 秒抵現場

市民：覺得安全放心

實習記者朱昊 攝

記者昨日來到天安門廣場時發現，廣場東
西入口新增了安檢機、安檢門，還開通團隊
預約快檢通道。對過往的個別行人遊客進行
身份證檢查，安保措施十分嚴格。
市民胡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一個月前還沒有這麼多的安檢門，今天卻
看到很多，警察武警也增加了不少，安保措
施比之前更加嚴格。」胡大媽坦言，「加強
安保很好，因為來天安門參觀的人實在太
多，對於預防不法極端分子惡意製造事端起
了很大的作用，天安門畢竟是祖國的心臟。
增加安保措施讓我覺得安全，放心。」
正在排隊過安檢的香港遊客張先生第一次
來到首都北京，他形容，「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非常開心能來到首都參觀天安門，簡直太
莊嚴了。」張先生側過頭對記者說，「雖然
安保措施有些嚴格，排隊參觀比較慢，但心
裡總是踏實的。下次有機會帶
我的女兒也來看看天安門，看
看毛主席。」
#
■實習記者 朱昊



記者近日來到天安門廣場，看到天安門廣場人
山人海。記者在現場了解到，大多數人都想一睹
這個巨型「大花籃」的真容。
正在參觀的張女士每年十一前都來天安門廣場
拍照留念，她形容，「今年花籃做得非常不錯，
效果特別明顯，老遠就能看見，不僅花朵巨大，
立體感強，籃體表面還嵌有中國結圖案和中國夢
文字，透着喜慶，效果相當好。」在得知「大花
籃」可抗 10 級大風時，張女士激動的對記者說：
「真是不敢想像，只是看着就有一種說不出來的
激動，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感到很驕傲，非常的驕
傲。」

雲南反恐專項 斷內外勾聯通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國慶將
至，雲南安保升級。雲南邊境線長，近年來成為不法
分子企圖非法出入境的首選之地，今年昆明3．01暴恐
事件發生後，雲南加強警力巡邏，更開展反恐專項行
動，堅決切斷「三股勢力」內外勾聯偷渡通道。

■北京天安門地下安檢口。

「作為中國人我很驕傲」

儘管3．01暴恐事件過去半年有餘，昆明火車站地方公
安、特警、交警、武警的崗哨毫無鬆懈之勢。相關負責
人稱，站前廣場上的任何一個地點發生暴恐事件或其他
突發事件，武警戰士均能夠在30秒內趕到，火車站周邊
區域確保兩分鐘之內到達現場處置，如果警情重大，增
援隊伍可在4分鐘內抵達。而為了確保暴恐事件發生後能

夠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有效處置，在火車站擔負執勤任務
的公安、武警等有關部門經常在夜間組織集體演練。
此外，在昆明市中心、商業區等地區及學校周邊，
武警巡邏車及持槍警察隨時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

邊檢站加大查驗力度
雲南省出入境通道多，有西雙版納、保山、德宏等 8
■昆明街頭武警巡邏車及持槍警察。
記者芮田甜 攝
個邊境州(市)、25 個邊境縣(市)。為防止境內外暴恐分
子內潛外逃，昆明邊檢站有針對性地加大對重點航 怖活動專項行動。專項行動中，公安機關將統籌一切優
線、重點國家(地區)、重點人員的查驗力度，嚴厲打擊 勢資源和力量支持反恐。堅決切斷「三股勢力」內外勾
偷渡等口岸違法犯罪活動，確保口岸出入境秩序安全 聯偷渡通道，堅決消除各類暴恐活動威脅隱患，堅決打
掉暴力恐怖分子的囂張氣焰，確保恐怖活動不在雲南發
順暢。
全省從今年6月起，啟動了為期一年的嚴厲打擊暴力恐 生，恐怖分子不在雲南藏匿，恐怖勢力不在雲南蔓延。

新疆增加持槍武警巡邏街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 烏魯木齊報道）國慶
與新疆穆斯林的盛大節日——古爾邦節就要來臨，新
疆目前已全面加強社會面管控。記者在新疆首府烏魯
木齊較為繁華的友好商場、美美購物、大小西門商圈
看到，街頭持槍武警兵力較之以往有大幅增加。在解
放路、北京路等主要街道，每隔 150-200 米都會有武
警小分隊設點駐守、巡邏。
在烏魯木齊主要街道，除了巡邏警力的增加，沿途
各個公交站點均已安裝鐵護欄。各個公交車站均有執
勤人員，有些人流量較大或主要車站還設有武警執勤
點。在各個 BRT 站台入口處，均有武警嚴格督促乘客
交出打火機等易燃易爆物品，並嚴禁帶瓶裝水入內乘
車。
在新疆國際大巴扎，同樣裝上了伸縮門，且只留出
兩個並排放置安檢門的位置，用維、漢、英、韓四種
語言寫着入口和出口。烏魯木齊人民廣場只開放兩個

■ 烏魯木齊進入昌吉的車輛均
要接受安檢。
要接受安檢
。 記者馬晶晶 攝
小安檢門，廣場周邊均被鐵絲網圍起。
各敏感道路沿街商業均未受暴恐案影響，商場內顧
客絡繹不絕，各個大型商場均推出優惠活動吸引人們
前來，許多穆斯林在超市、商場採購古爾邦節所需物
品。在各商場附近均有特警或武警執勤，商場內亦可
見巡邏的安保人員，而商場內市民均未受影響。

廣西加大邊防管控
阻東突分子外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2013 年以
來，東突分子在國內發動多起恐怖襲擊，隨着我國在
新疆地區進行嚴厲打擊，國外的東突分子依靠中亞邊
境地區出入中國越來越難。
廣西憑祥邊檢相關人員透露，中越邊境多為喀斯特
地貌，山中溶洞多，很多不為人知的溶洞連接着中越
兩國，洞內地形複雜，洞口隱蔽，不易發現，給邊防
人員緝查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此外，邊境的高山存在
許多小路，往往連當地居民都難以察覺，許多越南人
也從此偷渡入境。
該人員介紹，邊防部門對於邊防管控的措施也越加
嚴厲，除了加大傳統的哨卡緝查與巡邏等方式外，還
通過高新技術的優勢來彌補不足，目前中越邊境地區
治安穩定，暫未發現東突分子外逃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