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1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周萬仰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合搗38團伙
471人落網 繳毒品逾千公斤

粵港澳雷霆掃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針對粵港澳跨境犯罪的新特

點，三地警方開展代號為「雷霆14」的大規模統一打擊行動。2日，記者

從廣東省公安廳獲悉，經過5個多月的聯合秘密偵查，廣東組織近22,300

名警力開展統一收網行動，截至12月1日，聯合行動成功打掉有組織跨境

犯罪團伙38個，破案1,116起，抓獲各類嫌疑人471名。

今年6月份，根據三地跨境有組織犯罪
的新情況、新問題，粵港澳三地警方

專門召開會議研究聯合打擊策略。打擊目標
包括黑社會組織入境違法犯罪和境內黑社會
性質組織違法犯罪、跨境涉槍、涉暴犯罪、
跨境賭博詐騙、賭場高利貸以及跨境潛逃等
10類犯罪類型。

16港澳涉黑成員落網
行動中香港「和×和」、「14×」及澳
門「水×」等黑社會組織共有16名成員被
抓獲。最先偵破的是一個香港涉黑團伙的
特大毒品走私案。在此案中，一名有黑社
會背景的香港籍男子在內地尋找走私船

隻，準備從廣東沿海向東南亞走私大批冰
毒。7月10日，深圳警方抓獲4名疑犯（其
中3名香港籍人），破獲兩個藏毒倉庫，
繳獲毒品140千克。8月26日凌晨，珠海警
方又抓獲其2個香港籍同伙和多名內地馬
仔，繳獲毒品冰毒 250 千克，製毒原料
1.464噸。
大量警力的參與確保了破案的數量和質

量。廣東警方在破獲香港涉黑團伙毒品案
後，又陸續搗毀一大批跨境作案集團。其中
包括跨境非法買賣槍支、跨境盜竊、跨境詐
騙等。截至12月1日，警方共打掉有組織跨
境犯罪團伙38個；破獲有組織跨境犯罪案
件1,116起；抓獲有組織跨境犯罪嫌疑人

471名。另外，共繳獲各類槍支188支、子
彈67,525發，各類毒品1,253公斤。

暴力作案轉型經濟犯罪
參與專項行動的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局

長林偉雄介紹，近年來，港澳黑社會團伙

依然活躍在廣東，他們參與的多是販毒、
詐騙、買賣槍支、綁架勒索等犯罪。「和
香港、澳門回歸初期不同，如今，他們已
經從單純的到內地逃避罪行，發展到與內
地犯罪集團相勾結，直接參與、指揮馬仔
在內地進行跨境犯罪。」林偉雄稱，他們

的犯罪形式也從最初的暴力作案轉到以經
濟犯罪為主。
廣東省公安廳反黑處處長謝志光表示，廣

東警方與港澳警方的合作也日趨成熟，從最
初的合作執法到情報交流、證據交換、聯合
行動，渠道全面暢通。

■廣西東蘭籍跨境跨省入室盜竊案團伙成員被控制。
廣東省公安廳供圖

■香港籍黑社會成員涉嫌走私毒品落網。 廣東省公安廳供圖
■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局長林偉雄（中）表示，港澳黑社會團伙
到內地作案出現新特點。 敖敏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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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
廣州市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和華南師範
大學人力資源研究所近日首次發佈了廣州
「調查失業率」數據。數據顯示，今年9
月廣州市常住人口調查失業率為5.22%，
比去年同期提高了0.31%；另外，餐飲和
房地產行業缺工比重降低。
據統計顯示，9月份廣州市常住人口

（指16~60歲、具有廣州市戶籍或在廣州
居住滿半年的非廣州市戶籍居民）調查失
業率為5.22%，比去年同期提高0.31個百
分點，說明9月份廣州的就業壓力增大。
華師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諶新民指出，

從廣州市的失業人口調查情況看，因單位
原因失去工作、靈活就業人員再次失業的
人員增多，這顯示廣州就業形勢在整體保
持穩定的狀況中，受局部用工需求減弱影
響，部分群體的就業壓力在增大。
另外，據廣州市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

的調查數據顯示，中高端住宿餐飲業的缺
工比重從去年同期的10.1%下降至7%，專
家表示這或與社會上高端消費減少有關，
而房地產業的缺工比重從去年同期的
2.28%下降至1.35%，也可能是受近年樓
市不景氣影響。

桂三廳官受賄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據廣

西壯族自治區紀檢監察網消息，廣西壯族自治
區三名廳級官員因收受賄賂等行為被「雙
開」。
經查，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人民政府黨組

成員、副市長黃德意，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
人民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張鴻，廣西壯族自
治區測繪地理信息局原黨組書記、局長陳仲懷
三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
受巨額賄賂。經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紀律檢查
委員會審議，並報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
批准，決定給予三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
分。

張曙光情婦受賄囚5年
香港文匯報訊
鐵道部窩案又
一人被判刑，原
鐵道部運輸局局
長張曙光的情婦
羅菲昨被北京二
中院以受賄罪一
審判處有期徒刑
5年，宣判後即
由取保候審狀態
轉為收監。
據《法制晚

報》報道，2013
年11月7日，羅菲在二中院出庭受審，當時檢
方指控其掩飾、隱瞞張曙光受賄犯罪所得共計
198萬餘元，罪名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
羅菲當庭認罪。在受審一年後，二中院一審判
決更改其罪名為受賄罪。目前，羅菲還未提出
上訴。
32歲的羅菲原是中國鐵路文工團歌舞團歌唱

演員。

■張曙光的情婦羅菲。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勇、許娣聞、朱皓 南京報
道）12月2日，「國家公祭．華媒行動」海外華文傳媒
採訪團採訪了多處南京大屠殺遺址，更詳盡地了解南京
大屠殺這段中華民族的慘痛歷史。
採訪團首先探訪了拉貝故居，經過前一天對南京大屠

殺歷史的深入了解，各位採訪團團員都對通過國際安全
區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救助過25萬中國人民的國際友人
約翰．拉貝有了深刻印象。

參觀拉貝故居 德總編感動
拉貝紀念館負責人楊善友介紹說，拉貝紀念館是曾被

譽為南京「辛德勒」的德國人約翰．拉貝70年前居住
的地方。這個地方曾是南京大屠殺時期的難民收容所，
拉貝在這裡救濟了600多名難民，知名的《拉貝日記》
也是在這裡誕生的。1937年12月，侵華日軍攻佔南京
前，拉貝被推選為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拉貝及
其領導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成員，在中華民族的危

難時刻，出於正義感和仁愛之心，置個人安危於不顧，
盡其全力照顧、保護、拯救處於日軍暴行恐怖下的中國
軍民，揭露戰爭罪行，呼籲世界和平。
來自拉貝故鄉的德國開元網總編輯張亦可參觀拉貝紀

念館後表示，參觀拉貝先生故居，聽聞他的事跡後，十
分感動但又很遺憾。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拉貝先生不遺
餘力救助中國難民，他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令人肅然起
敬。但遺憾的是，在他的祖國德國，他救助難民的英雄
事跡長期不為人知。回到德國後，她一定着重報道拉貝
先生事跡，讓更多的德國人認識這位「無名英雄」。
隨後，採訪團來到了南京中華門。 據了解，在中國

首個國家公祭日(12月13日)即將到來之際，全球五大洲
14個國家和地區的16家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在南京
進行了「國家公祭·華媒行動」集體採訪活動，採訪團
此前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向遇
難同胞敬獻鮮花，並宣讀了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紀念
南京大屠殺「和平宣言」，呼籲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海外華媒探訪「南京大屠殺」遺址

■海外華媒採訪團參觀拉貝故居。 許娣聞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施倩 杭州報道）借助
支付寶、浙江網商銀
行、同花順、元寶鋪等
一批大中企業的出現和
發展，浙江杭州已當之
無愧地成為互聯網金融

產業領跑城市。杭州市日前出台《關於推進互聯
網金融創新發展的指導意見》，力爭2020年基本
建成全國互聯網金融創新中心，為杭州互聯網金
融產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機遇。
《指導意見》指出，杭州力爭到2020年，規劃
和建設一批具有全國影響力的互聯網金融集聚區
（含產業園、孵化器、專業樓宇），構建和運作
一批具有全國輻射力的互聯網金融交易服務平
台，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全國競爭力的互聯網金
融企業，開發和推廣一批全國市場佔有率高的互
聯網金融創新產品，基本建成全國互聯網金融創
新中心。

扶持網絡債權融資
據悉，今後杭州將重點培育發展的互聯網金融機
構為經國家批准設立的網絡銀行、網絡保險公司
等，以及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等傳統金融機

構發起設立的主要從事互聯網金融相關業務的功能性總部。
5類互聯網金融企業包括：第三方支付機構、網絡債權融資
企業、網絡股權融資企業、互聯網金融門戶、互聯網金融後
台。
在企業培育上，《指導意見》表示，支持符合條件的企

業申請互聯網金融經營資質和業務許可，在杭州發起設立
互聯網金融機構和企業，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對在杭州
新設立或新遷入的互聯網金融機構，按照杭州市金融機構
招商政策給予補助。特別重大的互聯網金融發展項目，可
按「一企一策」原則給予優惠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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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將重點建設互聯網金融集聚區杭州將重點建設互聯網金融集聚區。。施玉君施玉君攝攝

非洲首條中國標準鐵路鋪通

香港文匯報訊 俄羅斯科學院南方科研中心主
任馬季紹夫日前表示，莫斯科、頓河畔羅斯托夫
以及中國蘭州大學的專家，打算聯合考察絲路沿
線地形及氣候變遷，並討論沿線絲路興建高鐵的
可能性。
據俄新網報道，馬季紹夫指出，專家們在會議中討

論到，關於在絲路沿線的複雜氣候條件下修建高鐵的
可能性，而這是個牽涉多方面的複雜議題。
馬季紹夫說，專家們決定先研究聯合考察絲路的可能

性。至於考察的內容，將包括文化學研究，以及中俄兩
國境內絲路沿線氣候和地形變化的對比，還有生態系
統。他表示，明年春天，這些專家還會在羅斯托夫繼續
討論這些議題。
俄新網稱，2013年9月，中國率先主張建立「絲綢

之路經濟帶」，內容是聯合沿線國家，以優惠政策為
東西方貿易運輸往來建立走廊；今年又與「海上絲綢
之路」合併推出「一帶一路」主張，藉此建立「東方
大國」及貿易樞紐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訊 由中國鐵建承建的尼日利亞鐵路現代
化項目第一標段—首都阿布賈至卡杜納鐵路12月1日
20時全線鋪通。該鐵路設計最高時速150公里，兩地
通行僅需1小時左右，標誌着非洲首條按照中國鐵路
技術標準修建的現代化鐵路通車在即。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鐵建中非建設副董事長曹保剛

在接受採訪時表示，阿卡項目在成功輸出中國鐵路技
術標準，拉動3億多美元中國鐵路建築機械設備、建
築材料和中國機車出口的同時，帶動了當地就業和社
會經濟的發展。

時速高達150公里
阿卡鐵路將大力改善阿布賈、尼日爾州和卡杜納州

三地的人們出行和貨物流通條件。今後從阿布賈到卡
杜納的行程時間也縮短至1個小時左右。
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項目全長1,315公里，南起拉各
斯，北至卡諾，合同總額83億美元。作為項目實施的第
一標段，阿卡項目全長186.5公里，沿線共設9個車站，
設計最高時速150公里，投資約8.5億美元。項目於2013
年2月19日正式開工建設，2014年3月開始鋪軌。
中國鐵建總裁張宗言說，此次尼日利亞鐵路現代化項

目首段全線接軌鋪通，與11月20號剛剛正式簽約的中
國最大單體海外工程項目—近120億美元的尼日利亞沿
海鐵路一樣，均為尼日利亞「三縱四橫」國家鐵路幹線
網和西非共同體「互聯互通」鐵路網的重要骨幹網絡。
中國鐵建董事長孟鳳朝表示，阿卡項目全線鋪通，
為2015年正式通車運營奠定了基礎，樹立起了中國鐵
路及中國鐵路標準走出去的信心，也提振了尼日利亞
乃至西共體大力發展鐵路的決心。

中國鐵路標準
中國鐵路標準是指對鐵路建築物和

設備的類型、功能、規模等所作的技
術規定，因為鐵路科學技術在不斷地
發展，鐵路工程技術標準也在逐步更

新。鐵路工程技術標準主要有鐵路等級、軌距、坡
度、曲線半徑、限界、到發線有效長、洪水頻率、
標準活載等。如中國鐵路標準軌距為1,435毫米。軌
距測量法各國也有明確規定，中國規定在鋼軌頂面
下16毫米處測量，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規定在軌頂
面下 5/8英寸（約16毫米）處測量。

中俄專家擬研絲路建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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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條中國標準鐵路1日在尼日利亞全線貫通。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