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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族偷渡分子逃脫24小時落網
桂警擊斃2新疆籍行兇者 曾懸賞十萬緝逃犯

據了解，18日20時多，廣西憑祥一高速收費站附
近傳出槍聲。當時警方欲藉道攔截欲偷渡至越南

的維吾爾族人，卻遭到行兇拒捕。警方當場擊斃2
人，1名嫌疑人海外爾·麥圖隼逃跑。另外1名廣西本
地「蛇頭」被當場抓獲。事發後，憑祥公安、武警、
邊防全警出動對嫌疑人進行徹夜搜捕並於19日20時將
其抓獲。憑祥公安局相關人士表示，抓獲追逃人員是
在19日18時左右被巡查民警發現行蹤，後民警、武警
出動將其抓獲。截至記者發稿時，嫌疑人已押到派出
所。

網友曝極端分子欲掀憑祥「聖戰」
早在1月17日，在憑祥從事紅木生意的聶先生曾
在「朋友圈」發佈信息，稱「聽說有新疆人要在憑
祥聖戰，該躲起來的都躲起來」。事件發生後，記
者向聶先生了解到，該信息是其在邊境做生意的朋
友發給他的，其朋友稱，近日邊境突然聚集了大量

警力，有可靠消息稱新疆極端分子欲在憑祥聖戰，
讓其注意安全。聶先生表示，目前憑祥市區路面巡
邏警力明顯比以前增多，不過並未影響市民的正常
生活。
根據警方披露的信息，此類犯罪活動主要是境外

「東伊運」組織在幕後操縱指揮，極力傳播宗教極端
思想，蠱惑煽動群眾偷渡出境參加「聖戰」活動。這
些偷渡人員大都參與過地下講經或收看過暴恐音視
頻，部分人員在偷渡過程中實施暴恐活動，濫殺無
辜。據公安部網站消息，公安部成立的「4．29」專案
組於2014年5月初部署河南、廣東、廣西、四川、雲
南、新疆等多地警方統一開展打擊西南邊境地區組織
偷渡專案行動，並派出多個工作組，赴重點地區進行
一線督導。目前共破獲組織、運送、偷越國（邊）境
案件262起，抓獲涉嫌組織、策劃、運送他人偷越國
（邊）境的犯罪嫌疑人 352名，查獲涉嫌偷越國
（邊）境犯罪嫌疑人852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幾名偷渡的新疆維族人於18日晚間在中越邊城廣

西憑祥市與警方發生衝突。其中2名維族人被擊斃，一人在逃，當地特警武警等警力進行

全城追捕，並懸賞十萬元緝兇。事發24小時後，憑祥市邊檢相關人員向記者披露，在逃人

員已於昨日20時許被抓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昨日發佈消息稱，人社部會同公安
部等10部門組成5個聯合督查組，由部委領導或
相關司局負責人帶隊，於1月下旬至2月上旬分赴
6省市開展聯合督查農民工工資支付等情況。
人社部勞動監察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所有部門

將主要督查農民工工資支付專項執法檢查的進展
情況。督促各地認真落實中辦、國辦《關於做好
2015年元旦春節期間有關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進一步採取切實有力措施，保證農民工按時足額
拿到應得工資報酬。

10部委督查農民工工資支付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浙江省舟山市
海洋與漁業局介紹，昨日凌晨1時許，浙岱漁
06427漁船在舟山海域內生產作業時突然失去聯
繫，船上14名船員下落不明。相關部門了解到情
況後，立即啟動漁船海上事故應急救援預案，救
援船舶以及搜救飛機已經在失聯海域進行搜救。
截至昨日晚間8時，失聯漁船及漁民仍下落不
明，相關搜尋工作仍在緊張進行中。

浙江一漁船失聯14漁民失蹤

為防控禽流感，上海市黃浦區至昨日為止已關
閉了轄區內五家菜場內的活禽定點銷售點，未來
將不再恢復活禽交易。圖為黃浦區一菜場商販在
擺放冷鮮雞。 ■新華社

上海黃浦區停止活禽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浙江省
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昨日在浙江杭州
召開。會議決定，接受毛光烈辭去浙江省副省長
職務，並報省十二屆人大第三次會議備案。
毛光烈，男，漢族，1955年2月生，浙江江山
人。1978年8月參加工作，1980年9月加入中國
共產黨。在職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高級經濟
師。曾任常山縣委辦公室秘書，金華地委辦公室
秘書科幹事、副科長，永康縣委副書記，義烏市
委副書記、代市長，義烏市委副書記、市長，金
華市委常委、副市長，金華市委副書記、代市
長，金華市委副書記、市長，浙江省地礦廳黨組
書記、副廳長，省地礦廳廳長、黨組書記，省科
技廳廳長、黨組書記，省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
黨組書記，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黨組書
記，寧波市委副書記、代市長，寧波市委副書
記、市長，副省長、黨組成員等職。

毛光烈辭去浙江省副省長職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記者
昨日上午在深圳市交警局機訓大隊了解到，一輛
外地牌照六軸運砂車，超載達215%並懸掛偽造的
泥頭車檔案號牌被查獲。據悉，這是深圳首次查
到偽造泥頭車檔案號牌的案例。對偽造牌照的來
源，交警正在調查中。
18號晚間，交警接到舉報後，在深圳寶安西鄉
三圍碼頭某攪拌站查獲一輛車牌為湘AA1750、涉
嫌偽造泥頭車檔案號牌並超載的六軸運砂車。經
檢查，該車牌竟可手動翻轉，而且車牌下懸掛的
泥頭車檔案號牌屬偽造。經交警檢測發現，該車
總重達110多噸，超載達215%。據交警局機訓大
隊民警上官王建介紹，這是第一宗偽造檔案號牌
案件，深圳交警會核實牌證來源。

深查獲首宗偽造泥頭車牌案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朱皓 南京報道）記
者從南京政務官方微博「南京發佈」獲悉，19日
凌晨2時43分，南京市鼓樓區上海路北秀村3號
一民房發生火災，造成4人死亡，火災原因正在
進一步調查。
據了解，南京鼓樓區消防指揮中心接到報警

後，迅速調集鼓樓、漢中門中隊6輛消防車、36
名官兵趕赴現場。2時50分，消防官兵到達現場
並迅速展開滅火救援行動。2時56分，火勢得到
控制。3時20分，明火被撲滅，在清理火場時先
後發現4具屍體。
南京鼓樓區相關負責人在現場緊急作出部署，要

求立即查清房主，確認傷亡人員身份，做好死者家
屬的安撫、善後處理工作。目前，鼓樓區消防、公
安、安監等部門已經對該起事故的原因進行調查。

南京一民房突發火災4人死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自1月1日起開
展「獵鷹-2015」戰役第二階段「嚴打網絡囤票」
專項行動以來，全國鐵路公安機關加大網絡巡查
力度，加強信息分析研判，實行多部門聯合作
戰，截至目前已破獲倒票案件161起，抓獲倒票
人員174人，收繳車票1.6萬餘張。
鐵路公安局19日公佈了上述數字。該局有關

負責人介紹，行動以來，各地鐵路公安機關成立
專門研判小組，以冒用他人身份被舉報賬戶、高
峰期反覆購票賬戶等為重點，深入分析篩查可疑
線索。其中，廣州、成都鐵路公安局開發了「網
絡售票日誌分析排查系統」；武漢鐵路公安局開
發了12個分析研判應用模塊，進一步提高了線索
分析效率和命中率。

中國鐵路警方打擊網絡囤票

跨國緝捕偷渡團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網報道，各地公安機關目前仍
持續開展「4．29」專案行動。專案組已查明一批藏匿在
境外的幕後組織者和境外「蛇頭」身份，並通過國際刑
警組織對重點犯罪嫌疑人進行紅色通緝。我國警方將進
一步加強與東南亞國家警方的國際警務合作，依托雙邊
和多邊警務合作機制，聯手開展跨國緝捕工作，堅決將
組織偷渡犯罪團夥頭目和骨幹抓捕歸案。
警方根據破獲的案件發現，雲南昆明「3．01」等多起

暴恐案件，即是此類人員所為。這些暴恐音視頻披着宗
教的外衣，以伊斯蘭教的聖訓和神聖的宗教唱誦做「包
裝」，內容上卻和伊斯蘭教所倡導的「行善止惡」截然
相反，公然叫囂殺戮和自殺，散佈「聖戰殉教進天堂」
的謬論。宗教人士認為，暴恐音視頻中所鼓吹的「聖戰
殉教進天堂」謬論，是對伊斯蘭教義的惡意褻瀆，殺戮
絕不可能換取進入天堂的資格。新疆伊斯蘭教協會常
委、大毛拉加如拉．庫爾班接受採訪時表示，《古蘭
經》中說，作惡者每做一件惡事，必受同樣的惡報，可
見那些製造暴力行為的恐怖分子，不僅進不了天堂，還
會受到火獄永久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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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現在的語文課，至少有
一半是不應該學的內容。」前教育部新聞發
言人、現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近日作客嶺
南大講壇·公眾論壇，細談教育常識。他認
為當前學科中，問題最大的就是語文科，應
增加古代詩文等傳統文化在教材中的比例。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以直率敢言著稱的

「前發言人」王旭明將「教育常識」觀點貫
穿演講始末。他認為，教育最基本的問題是
尊重教育常識，不違反教育常識，更不要粗
暴踐踏。
作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一直倡導
「真語文」，駁斥「假語文」。在演講現
場，他直言：「現在的語文課，至少有一
半，甚至一半多是不應該學的內容。」
他認為，語文科最先要改內容。真正能

提高學生語文水平的，還是讀和誦的能
力。因此語文教材應該增加古代詩文，提
高傳統文化在語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
進現有的教材和課程。此外，王旭明還特
別注重觀察身邊的孩子，「孩子很多美好
的東西被扼殺了。」學校教育仍存在呆
板、刻板、僵化的問題，使孩子失去基本
的活力。當前批判性思維訓練不夠，「好
的學校教育，是教會學生思考，特別要鼓
勵孩子提出問題。」
除了語文授課內容的問題，王旭明還提出
內地的《小學生守則》缺乏操作性。他例舉
了多國的《小學生守則》，直言：「我們的
思想教育太空洞。」

粵去年查處95名廳級幹部

山東一H7N9患者搶救無效死亡

■■人感染人感染HH77NN99疫疫
情應急處置演練情應急處置演練。。

本報山東傳真本報山東傳真

■憑祥警方發佈通告，懸賞十萬緝拿在逃人員。
本報廣西傳真■在逃嫌疑人海外爾‧麥圖隼於19日晚20時在廣西憑祥抓獲。 網上圖片

■北京落實「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能抽煙」。 網上圖片

北京：「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能抽煙」

�24
	�24
	

�/

8�

2�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出台的《北京
市控制吸煙條例》提出：公共場所、工作場所的室
內區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內禁止吸煙。當前北京市
的醫院、餐館等已明確禁煙，但仍有人吸煙卻無人
監管。針對這一局面，北京市衛生計生委副主任鍾
東波昨日表示，將通過增加執法力量、開通舉報熱
線等方式加強監管力度。

擴監管人力 開舉報熱線
2014年11月28日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通過
《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自2015年6月1日起實
施。該條例將禁煙場所從部分場所擴大到室內全面
禁止。控煙專家概括為：「凡是有屋頂的地方都不
能抽煙」。然而，北京雖然早已提出在醫療機構、
餐館內禁煙，不過這些地方依然能看到「吞煙吐

霧」的現象，這讓「禁煙令」成一紙空文。針對這
一現象，鍾東波表示，北京市衛生部門正在研究提
升禁煙監管能力的方案，將通過擴充監管隊伍等，
獲得足夠的執法力量推動禁煙令的實施。其次，要
突出投訴舉報熱線的作用，設立禁煙投訴舉報熱
線。對投訴舉報的違法行為，北京市或者區、縣衛
生計生行政部門應當及時處理，建立投訴舉報及處
理情況登記。
控煙專家表示，北京市控煙條例的責任主體從衛

生計生行政部門為主擴展到社會共同治理，這有利
於控煙工作開展。除了北京市的衛生計生行政部門
之外，煙草專賣、工商、市政市容、公安、教育等
部門都要履行法定控煙責任。此外，社會組織、場
所經營者、煙草產品制售者及個人都對控制吸煙負
有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中共
廣東省第十一屆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今日召開。會議將總結2014年廣東反腐倡廉工作
情況，同時公佈全省各級廉政賬戶收繳「紅包」
禮金數。記者發現，2014年廣東立案查處廳級幹
部95人，是2013年立案查處廳級幹部人數的2倍
有餘。
據悉，多數案件是廣東省委巡視組在多輪的巡視

中發現的，據統計，4輪巡視中，巡視組共發現違
法違紀問題線索1,659條。
記者了解到，從2014年初廣東電網原總經理吳周

春接受組織調查，到時任深圳市委常委、政法委書
記蔣尊玉等，一大批在任和退休廳級幹部接受調
查。日前召開的廣東省委十一屆四次全會透露，去
年廣東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立案查處人數達11,315
人，其中縣處級幹部667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冉 山東報道）據當地媒
體報道，山東臨沂一例H7N9患者經搶救無效死
亡，此病例系輸入性病例，患者發病前在江蘇務
工，曾到過活禽市場。目前與該病例密切接觸者也
已納入觀察。
據山東省疾控中心通報顯示，臨沂16日確診一例

輸入性H7N9禽流感病例，這也是臨沂首例H7N9
禽流感病例。據了解，患者孟某，男性，今年60
歲。發病前在江蘇省常州市務工，12月30日出現全
身乏力、頭痛、食慾減退等症狀，曾在常州市居住
地治療，不料病情逐漸加重。於1月7日返回老家山
東蘭陵，在縣人民醫院救治。16日凌晨，該病例被
確診為人感染H7N9禽流感。雖經多方努力，但因
患者病情嚴重，於17日凌晨三點經搶救無效死亡。
據蘭陵縣疾控中心副主任曹晨介紹，目前蘭陵縣

以及全市各級醫療機構已加強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
監測工作，並做好預檢分診和院內感染控制工作，
與該病例密切接觸者也已納入觀察。臨沂市相關部
門也立即啟動了應急預案，目前各項防控措施正在
有序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