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內地訪港客 增幅約降7百分點
A22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馬 聰 2015年1月21日（星期三）

滬首次下調企業信用等級
快訊神神州州

河南一家三口遭裸控強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上海海關日前宣佈，將
上海峻森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等九家走私企業認定為「失信
企業」。這是自2014年12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
企業信用管理暫行辦法》（簡稱《暫行辦法》）正式實施
以來，上海海關首次作出下調企業信用等級的決定。
據介紹，這九家企業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通過偽
報品名、低報價格、製作虛假單證等手段，進口食品飲
料、嬰幼兒用品、木材和機器設備等貨物，偷逃進口應繳
稅款28萬元至210萬元人民幣不等，涉及相關行為已構成
走私普通貨物罪，相關案件已審理終結。
據悉，今後企業將被分為高級認證企業、一般認證企

業、一般信用企業和失信企業四個等級，海關將按照相關
規定每三年對高級認證企業進行一次重新認證；對於一般
認證企業，海關將通過系統對企業的信用狀況進行動態監
控和評估，並實施不定期重新認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河南省新鄭市一家三口
在清晨被一夥不明身份人員赤身裸體控制後，所住廠房
遭強拆，事件引發多方關注。昨日，新鄭市公安局對此
事作出回應：嫌疑人盧某擅自強行對他人房屋進行拆
除，其行為已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於19日被新鄭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18日，鄭州新鄭市龍湖鎮上一家名為「嘉嘉友」的月

餅生產工廠內，負責人張際堂和妻子、兒子在沒穿衣服
的情況下被一夥人強行控制近半小時，所在廠房遭強行
打砸拆除，成為一片廢墟。
據悉，張際堂於2005年5月租用龍湖鎮柏樹劉村村民孟
某的廠院開辦「嘉嘉友」食品廠。去年6月開始，雙方因
租賃合同糾紛發生矛盾，一直未達成協議。18日，孟某的
兒媳盧某組織施工機械對廠房強行拆除。
盧某擅自強行對他人房屋進行拆除，其行為已涉嫌故

意毀壞財物罪，目前，被新鄭警方刑事拘留。

深圳將啟用多個新醫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深圳市衛計委
表示，今年將啟用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深圳醫院、南
方醫科大學深圳醫院。同時，還將推動新明醫院、聚龍醫
院、市孫逸仙心血管醫院遷址新建等項目。
在醫院改建方面，今年將推動市慢性病防治院改擴建

項目主體工程完工，推動市職業病防治院遷址建設項目
裝修工程完工。此外，深圳市醫學科學院、口腔醫院
「急救、血液、醫學信息三中心」等項目等前期工作也
將啟動。
另外，在推進醫院「硬件」建設的同時，人才「軟

件」建設力度也不斷加大。據悉，今年深圳將加大住院
醫師規範化培訓學員招聘力度，招聘全科醫師規範化培
訓學員600名。

惠州機場改擴建通過驗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麗齡 惠州報道）廣東省機場管
理集團有限公司表示，惠州機場改擴建工程航站區項目日
前已完工並通過竣工驗收，日前通過由民航中南地區管理
局組織的行業驗收。惠州機場計劃將於今年2月5日重啟
民航航線、開通民航航班。
據惠州機場公司介紹，2月5日惠州機場將開通惠州至

上海和惠州至杭州兩條航線，航班由上海吉祥航空公司
執飛。另悉，惠州飛昆明和重慶兩條航線也將於當日同
步開通，北京航線正在積極洽談中。
據悉，2014年6月25日，惠州機場改擴建工程開工。
其後，機場改擴建工程的飛行區及相關配套工程先後經過
竣工驗收、校飛、試飛、行業驗收等重大節點，航站區及
相關配套工程於今年1月12日通過竣工驗收，1月19日通
過由民航中南地區管理局組織的行業驗收。目前，惠州平
潭機場開通前的各項準備工作正在穩步推進中。

粵擒18歲黑客 阻億萬被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隨着警方加大
打擊力度，偽銀行卡詐騙犯罪日趨隱秘。昨日，廣東省公
安廳在召開的六大專項行動記者會上首次公佈，廣州、深
圳、湛江等地警方聯合破獲一起新型信用卡犯罪案件。
該案中，精通網絡技術的年僅18歲電腦黑客，通過攻
擊銀行網銀系統，大肆竊取儲戶個人信息，盜刷提現。
警方在這名葉姓犯罪嫌疑人的電腦中，查獲160萬條公
民個人信息和銀行卡賬號，其中，可以直接網上盜刷的
銀行卡信息達19萬條，犯罪嫌疑人可盜刷的額度高達
14.98億元人民幣。由於警方及時破案，犯罪團伙只盜刷
了其中的極少一部分。
據悉，該案是近年來破獲的罕見的高科技經濟犯罪，涉

及面廣、性質惡劣、犯罪手法新穎，所有作案過程均在互
聯網上完成，對金融秩序、銀行卡安全造成了巨大危害。

遼寧現「冰宮」火鍋店

昨日，在遼寧省瀋陽市太原街，一間由冰塊壘砌而成
的「冰宮」吸引了不少市民駐足。這是近日由某商家搭
建的有北方特色的火鍋包房，同時在窗口還有冰糖葫蘆
等特色小吃售賣。 ■中新社

出境消費千四億美元 陋習損國家形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

京報道) 中國社科院日前發佈的

《旅遊綠皮書》（下稱「《綠皮

書》」）指出，2014年全球訪

港旅客預計將達5,864萬人次，

同比增長約8%。其中，內地訪

港遊客總數預計將突破4,483萬

人 次 ， 但 增 幅 由 2013 年 的

16.7%降至10%。

據了解，2014年內地出境旅遊規模
1.14億人次，花費1,400億美元，

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遊客源市場
與消費國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今年全球訪港客估超6千萬人次
《綠皮書》同時預估，今年內地訪港
遊客總數將突破4,752萬人次，但增幅
將降至6%，同時全球訪港遊客預計將
突破6,157萬人次，同比增長約5%。
專家表示，隨着出境遊規模的增加，
中國公民出國旅行的部分陋習廣受詬
病，成為影響國家旅遊形象塑造的抑制
力量，應持續加大出國公民形象教育，
使之成為國家旅遊形象最活躍的符號。
作為亞太旅遊的發展引擎，中國驅動
世界旅遊業的增長。2014年中國內地在
旅遊收入規模上列亞太第一，佔亞太13
個國家和地區總量的41.6%。在增長率
方面，1995 年至 2012 年年均增速為
6.4%，位亞太前列。
不過，2014年內地入境旅遊人數出現
1%左右的小幅下滑。專家認為，入境旅
遊的走低，既與世界經濟復甦低於預
期、國際旅遊市場競爭加劇等外部因素
有關，也受人民幣升值、物價提升、霧
霾嚴重、安全事件等宏觀因素影響，更
與旅遊產品相對老化，營銷手段有待升
級等內在因素有密切關聯。

內地赴日遊客同比增8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

報道，根據日本政府觀光局
昨日公佈的數據，2014年訪
日外國旅客總數約為1,342
萬，比 2013 年增加約 300
萬，其中中國內地旅客人數
位列第三，比2013年猛增
83％。
受日圓貶值、日本放寬對

東南亞各國旅遊簽證的影
響，2014年赴日外國旅客人
數大幅增加。據統計，2014
年赴日外國旅客以亞洲旅客

為主，其中，來自中國內地
旅客人數為241萬，比2013
年增長了83％，位列第三。
據日本政府觀光局推算，

2014年赴日外國旅客消費總
額為2萬億日圓（約合1,059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43％，創歷史新高。其中，
中國內地旅客的消費金額比
2013年增加一倍，為5,583
億日圓（約合291億元人民
幣），佔外國旅客消費總額
的1/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去年9
月因赴黑龍江耍猴被判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
罪的4名河南猴戲藝人，昨日二審被判無罪。
新野縣獼猴藝術協會會長張俊然說，此次二
審判決對於新野猴戲藝人來說至關重要，也希
望有關部門能夠根據猴戲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的特殊性，簡化辦理相關證件的程序。
20日上午，新野猴戲二審上訴案在河南省新
野縣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撤銷黑龍江省東京城
林區基層法院判決，判決上訴人鮑風山、鮑慶
山、蘇國印、田軍安無罪。審理認為，四名上
訴人利用農閒時間異地進行猴藝表演營利謀
生，客觀上需要長途運輸獼猴，在運輸、表演
過程中，並未對攜帶的獼猴造成傷害，故四名
上訴人的行為屬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
可不認為是犯罪。
河南新野猴戲，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東漢。明
清時期，河南新野民間玩猴就已較為流行，並
代代相傳至今。2009年6月，作為一種地方民間
文化，新野猴戲被評為河南省「非物質文化遺

產保護項目」。在專業耍猴兩千年後，新野耍
猴藝人首度因「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成被
告。

野生動物運輸證審批程序複雜
據了解，2014年7月9日，河南省新野縣鮑風

山等4名猴戲藝人在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街頭表演
猴戲，被該市森林公安局民警以沒帶野生動物
運輸證為由帶走。9月23日，經東京城林區基層
法院判決認定，4人犯非法運輸珍貴野生動物
罪。
按照規定，帶猴出去表演需要有馴養繁育證、

表演證和野生動物運輸證。然而運輸證複雜的行
政審批程序讓猴戲藝人望而卻步，所以大部分猴
戲藝人往往只有馴養繁育證和表演證。
張俊然表示，新野猴戲這次算是「因禍得
福」，因為這次判刑事件讓更多地人真正了解
了猴戲的內涵及歷史。但也要從中吸取教訓，
在今後耍猴過程中遵守當地法律法規，做文明
猴戲表演藝人。

河南猴戲案藝人判無罪

■張俊然在家裡訓猴。 本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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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個
別媒體所報道的大量中國公
民因緬北戰事升級被困的情
況不屬實。
華春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
說，近日有個別媒體報道有
大量中國公民被困緬北交火
地區，中國駐緬甸使領館高
度重視，派聯合工作組抵達
緬北地區實地調查、了解和
核實有關情況。據聯合工作
組初步了解，個別媒體報道
的情況不屬實。我們將繼續
密切跟蹤、核實有關情況，
維護中國公民的安全和正當
權益。
華春瑩表示，作為友好鄰
邦，中方希望緬北地區早日
實現持久和平，這有利於為
緬甸國內穩定與發展創造良
好環境，也有利於中緬邊境
地區長治久安。希望緬甸有
關各方努力減少衝突摩擦，
始終堅持通過和談方式解決
分歧，推進緬北和平進程。
中方將根據緬方意願，繼續
在緬北問題上發揮勸和促談
建設性作用，與緬方共同維
護好中緬邊境地區和平穩
定。

■隨着中國經濟的連續快速發展，前往外國旅遊的人數越
來越多。圖為合肥市行政服務中心的窗口前擠滿了辦理出
入境通行證和護照的市民。 資料圖片

■深圳是「赴港遊」的最大中轉站，每天有大批內地遊客經深圳來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昨日是北
大深圳醫院醫生梁振濤大梅沙身亡的第20天，對梁的
屍檢工作如期進行。深圳海事部門表示，法醫鑒定結果
需約30個工作日方能出具。目前，對於涉案船主真實
身份仍未明晰，官方稱仍在調查中。梁振濤元旦在大梅
沙海城冬泳時死亡，懷疑被返航的香港遊艇撞擊喪命。
昨日，梁振濤家人進入深圳市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
下午3點50分，梁的家人步出鑒定中心，這次比以往用
時稍長的屍檢工作現場部分終於結束。神情哀傷的梁蓓

蕾（梁振濤之妹）表示，家屬一同再次確認亡者身份
後，由梁振濤大哥作為家屬代表見證了屍檢全程。她稱
目前需耐心等待公安部門出具相關的鑒定報告，並相信
「屍檢鑒定結果定能還事件以真相、查明哥哥死因。」
梁振濤的屍檢工作現場部分已於昨日下午結束，深圳

海事部門表示，「後續檢驗仍在進行中。根據海事公安
聘請的第三方法醫鑒定機構的反饋，大約需要30個工
作日左右出具法醫鑒定報告。海事屍檢結果視第三方中
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鑒定工作的進展而定。」

深名醫命案昨屍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東省環保
廳日前透露，東江流域已獲得中央江河湖泊治理與保護
專項資金12億元的年度補助，其中廣東獲補助約7.4億

元。這是廣東單個流域綜合整治獲得的數額
最大的中央支持資金。
東江不僅是廣東重要飲用水源，還擔負着

保障供港水質安全的重任，被譽為「政治
水」、「經濟水」、「生命水」，被納入
2014年到2017年內地國土江河流域綜合整治
試點之一，該試點由財政部會同環保部、水
利部聯合實施，旨在系統保障中國良好江河
生態安全，探索建立適合中國國情的江河流
域綜合治理和保護新模式、新機制。
據介紹，廣東省環保廳目前已聯合廣東省

水利廳編制完成《國土江河綜合整治東江流
域試點總體方案》（2014—2017）初稿，並
對總體方案及2015—2017年實施項目進行修

改完善。試點以解決流域水資源、水環境等問題為核
心，搭建國土江河綜合整治平台，統籌採取水資源節約
利用與配置和流域綜合管理與監控能力建設等措施。

粵東江治理獲中央7.4億補助

■東江是廣東及香港重要飲用水源。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