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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日兩國防務部門12
日在東京舉行海上聯絡機制第四輪專家
組磋商。日本防衛相中谷元昨日在記者
會上宣佈，日中兩國政府已經就盡快啟
動「海上緊急聯絡機制」，防止在海上
和空中發生衝突或其他意外事故達成了
共識。消息稱，順利的話，這一緊急聯
絡機制將會在4月份開始啟用。
綜合日本媒體報道，中谷元昨日召開

記者會，就12日舉行的日中「海上聯絡
機制」事務級磋商表示：「我們對技術
問題等展開了討論，並達成了一定的共
識。雙方同意將繼續磋商，進行必要的
協調，爭取促使聯絡機制早日投入運

作。」
為了規避兩國在海空發生突發衝突，

日中兩國防衛部門決定建立「海上聯絡
機制」，以便在緊急情況下及時取得聯
繫。然而，由於日本政府在2012年9月
單方面將釣魚島「國有化」，協商該機
制的事務級磋商自當年6月起中斷至今。
12日，基於日中首腦去年11月會談時達
成的共識，兩國終於時隔兩年半重啟了
磋商。
據報道，兩國政府的軍事、外交和海

警等部門官員參加的課長級磋商，12日
開始在東京舉行，就啟動兩國的「海上
緊急聯絡機制」的細節問題進行磋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芮
田甜 雲南報道）中央紀委
監察部網昨日稱，全國人大
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原副
主任委員、雲南省委原書記
白恩培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
黨籍和公職，並進行立案審
查。
經查，白恩培利用職務上

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
受巨額賄賂。白恩培的上述
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違法，
並涉嫌犯罪。依據《中國共
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相關

規定，經中央紀委審議並報
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白
恩培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
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
索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白恩培，1946年9月生，
陝西榆林市清澗人，曾任中
共青海省委書記，中共雲南
省委書記，第十一屆、第十
二屆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
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職。
2014年8月，因涉嫌嚴重違
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2014年9月，其第十二屆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職務被
罷免。2014年11月，其代表
資格被終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廣東省政府原副秘書長羅
歐被紀檢部門帶走調查後，其更多
違紀違法事實被查證。最新一期廣
東省紀委機關刊物披露，自稱從銀
行貸款買房的羅歐，違紀違法所得
金額多達1億多元，並將自己擁有
的佔地十幾畝的超級別墅登記在別
人名下。據查，公然索賄、充當
「掮客」、插手司法，構成了羅歐
的「三宗罪」。

公然索賄 交情婦保管
2014年5月25日，廣東省紀委
宣佈羅歐接受調查。接受調查期
間，羅歐敏感而帶刺，曾一度拒
絕配合。據羅歐交代，他一度仕
途順遂，曾是當時省直機關最年
輕的廳級幹部之一，但在1998年
惠州市換屆時受挫，回到省政府
的兩次機會錯過後，心理產生極
大落差，埋怨情緒不斷累疊，心

態被完全扭曲， 於是先後向兩名
私人老闆索賄用於買官，不料上
當被騙。文章披露，早在惠州、
揭陽工作期間，羅歐就有意識地
將收受的紅包禮金，交給其在香
港的同學或情婦保管。在省政府
工作後，他也不直接收錢，而是
讓別人代收。如2007年私人老闆
羅某送其100萬元人民幣、400萬
元港幣時，羅歐當面拒絕，轉身
又授意其表弟李某將錢收下，並
用贓款以李某名義購買商舖。羅
歐用贓款購買的價值數千萬的豪
華大宅和佔地十幾畝的超級別
墅，都悉數登記在別人名下。在
前往省政府工作後，羅歐的索賄
行為不但沒有收斂，反而愈加肆
無忌憚。2010 年廣州亞運會前
夕，廣州有大量工程上馬。羅歐
最大一筆索賄就是在這期間出現
的，商人李某承攬亞運工程時，
邀請包括羅歐在內的多名官員，

並請其在其中「協調」。事後，
羅歐向李某索要近2000萬元。

假扮清廉 插手司法
據統計，羅歐以買官、買房、
修祖屋、女兒開公司等名義，向
多達60多名私人老闆或公職人員
伸手要錢、要車、要傢具。僅以
購房名義，就曾先後向8名老闆索
要5000多萬元。最終，經紀檢監
察機關偵查 ，發現其違紀違法金
額超過1億元。
除了大肆索賄，羅歐還毫無顧

忌地充當「掮客」和干涉司法，
充當「保護傘」。文章稱，羅歐
素有「搞定哥」之稱，能量不可
小覷。據調查，羅歐在任惠州政
法委書記期間，與其關係較好的
私人老闆歐某槍殺了一名法院執
法人員。在歐某的請托下，羅歐
四處協調，最終令歐某逃脫了法
律的制裁。在另一單案件中，湖

南郴州黑惡勢力首某因涉嫌非法
拘禁，被深圳警方逮捕，羅歐又
出面為其游說，要求放人。
文章稱，在瘋狂的斂財過程

中，羅歐可謂「用心良苦」。一
方面，他假扮清廉，在其及家人
名下的住房僅有一套，而且還是
向銀行抵押貸款的，家人的存款
也不多，偶爾也向組織上交一點
紅包禮金，給人以清廉的印象；
另一方面，他又想方設法隱瞞事
實、偽造證據、對抗調查，以期
逃避懲處。在感覺紀檢部門將對
他有所行動後，還是自由身的羅
歐還特意向省紀委領導宣示清
白，並藉機查探案情。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皓 南京報
道）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微博昨日發佈消
息，江蘇省無錫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張
雲昌（副廳級）涉嫌受賄犯罪一案，經江
蘇省人民檢察院依法指定管轄，12日已由
江蘇省泰州市人民檢察院向江蘇省泰州市
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公開資料顯示，現年57歲的張雲昌是土

生土長的無錫人，曾任無錫市郊區副區
長，區委常委，南長區委副書記、區長，
南長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惠山
區委書記、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無錫惠山
經濟開發區黨工委書記，無錫市人大常委
會副主任。2013年12月30日，張雲昌辭
去無錫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會副主任職務。2014年5月22日，江蘇省
紀委網站發佈消息稱，張雲昌涉嫌嚴重違
紀違法，正接受組織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
麗、實習記者 圖們 內蒙古報
道）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昨日
證實，2名中國公民11日晚在
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遇害。
據駐蒙古國大使館介紹，11

日晚，2名中國男性公民遭遇
入室搶劫並被殺害，目前4名
嫌犯已被全部抓獲。警方初步
判定案件性質為圖財害命。受
害人來自中國內蒙古自治區，
多年往來蒙古國做生意。

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館已向蒙
方提出嚴正交涉，要求蒙方從
速破案，依法嚴懲兇手，並要
求蒙方採取有力措施，保護在
蒙中資企業及機構和中國公民
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
蒙方表示高度重視中國公民

遇害案，並將協調相關部門，
共同做好保護在蒙中資企業和
中國公民人身和財產安全方面
的工作，對遇害人家屬赴蒙處
理善後事宜給予支持和協助。

查周永康徐才厚 證中共敢於糾錯

粵官場「搞定哥」貪過億
擁十多畝別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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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批援利醫療隊第一梯隊的
75名官兵昨日從成都雙流國際機場出發飛赴利比里亞，在利比里
亞的伊波拉出血熱診療中心協助抗擊仍在該國肆虐的伊波拉出血
熱疫情。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批援利醫療隊由來自成都
軍區總醫院、昆明總醫院、第二軍醫大學、解放軍總醫院等15
個單位的150名隊員組成。這150名醫護人員大多來自傳染結
核、疾病預防、感染控制、重症醫學、臨床檢驗等學科專業，三
分之二的隊員執行過小湯山抗擊非典、黎巴嫩維和、亞丁灣護
航、汶川抗震救災等任務。該批隊員來自不同省份，當日出征前
大部分醫療隊隊員並無家人送行。
據悉，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批援利抗伊醫療隊第二梯隊將於本
月19日出發，任務時間預計兩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宇軒、通訊員 熊利兵、張剛 青島報
道）中國海軍第十九護航編隊利用護航任務間隙，在亞丁灣東
部海域組織了一場實彈射擊演練，實現了遠海護航和大洋練兵
的有機結合，針對應急複雜突發情況，訓練相應實戰能力。據
悉，演練中編隊指揮所臨機調整部署，連續設置雷達受干擾、
目標逃逸、火控台故障等臨機情節。
據了解，此次演練的背景為海上艦艇編隊突遭「敵」海空目

標襲擊。編隊雷達發現不明海面目標，各艦立即拉響戰鬥警
報，進入一級戰鬥部署。編隊指揮所指揮各艦高速機動佔領攻
擊陣位，完成戰鬥準備。在判明目標屬性後，編隊艦艇主炮連
續開火，準確擊中海面目標。隨後數批空中目標又從多個方向
同時「來襲」。各艦立即對空中目標進行副炮攔阻射擊。經過
數輪打擊後，「敵」海空目標被悉數殲滅。海軍第十九護航編
隊各艦還依托艦艇信息化系統，演練了主副炮聯合火力攻擊、
緊急防空等科目，實現了對多方向、多批次目標的快速判別、
快速反制、快速打擊。

近近習習 平平：：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指出，2014

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成效
明顯。我們黨從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
高度，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深沉的使命
憂患感、頑強的意志品質推進黨風廉政建
設和反腐敗鬥爭，堅持無禁區、全覆蓋、
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子，着力營造不
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我們
堅決查處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蘇
榮等嚴重違紀違法案件，向世人證明中國
共產黨敢於直面問題、糾正錯誤，勇於從
嚴治黨、捍衛黨紀，善於自我凈化、自我
革新。全黨必須牢記，反對腐敗是黨心民
心所向。

保持高壓態勢不放鬆
習近平強調，反腐敗鬥爭形勢依然嚴峻複

雜，主要是在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上還沒有取得壓倒性勝利，腐敗活動減少了
但並沒有絕跡，反腐敗體制機制建立了但還
不夠完善，思想教育加強了但思想防線還沒
有築牢，減少腐敗存量、遏制腐敗增量、重
構政治生態的工作艱巨繁重。因此，黨風廉
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有全黨上

下齊心協力，有人民群眾鼎力支持，我們一
定能夠打贏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這場
攻堅戰、持久戰。
習近平就做好今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

敗工作提出四個重點要求：第一，嚴肅責
任追究；第二，橫下一條心糾正「四
風」；第三，保持高壓態勢不放鬆，查處
腐敗問題，堅持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
去疴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泄，
把反腐利劍舉起來，形成強大震懾；第
四，深化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
習近平強調，黨的紀律是剛性約束，政

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
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
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
規矩。

加大對國企審計監督力度
習近平指出，遵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

矩，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在任何時候任
何情況下都必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
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維護黨的團
結，堅持五湖四海，團結一切忠實於黨的
同志；必須遵循組織程序，重大問題該請

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不允許超越權
限辦事；必須服從組織決定，決不允許搞
非組織活動，不得違背組織決定；必須管
好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不得默許他們利
用特殊身份謀取非法利益。
習近平強調，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

反腐敗鬥爭，同樣要做好「破」和「立」
這兩篇文章。一是要着力健全黨內監督制
度，着手修訂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
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巡視工
作條例，突出重點、針對時弊。二是要着
力健全選人用人管人制度，加強領導幹部
監督和管理，敦促領導幹部按本色做人、
按角色辦事。三是要着力深化體制機制改
革，最大限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推
行權力清單制度，公開審批流程，強化內
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四是要着力
完善國有企業監管制度，加強黨對國有企
業的領導，加強對國企領導班子的監督，
搞好對國企的巡視，加大審計監督力度。
國有資產資源來之不易，是全國人民的共
同財富。要完善國有資產資源監管制度，
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的
部門和崗位的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昨日上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強調，堅決遏制腐敗現象蔓延勢頭，堅守陣地、鞏固成

果、深化拓展，堅定不移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嚴肅查處腐敗分

子，着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

第十九批護航編隊
亞丁灣實彈演練

中國派出
第二批援利抗伊醫療隊

■第十九批護航編隊亞丁灣實彈演練。 熊利兵 攝

■白恩培。 中新社

■廣東省政府原副秘書長羅歐。
本報廣州傳真

反腐無禁區

日媒：中日4月將啟海上聯絡機制 遭入室搶劫
兩中國公民蒙古遇害04○武警廣西總隊政委丁曉兵晉陞少將

■■習近平昨日在中國共產黨習近平昨日在中國共產黨
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第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
要講話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援利抗伊醫療隊隊員登車出發。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