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6 中國新聞 ■責任編輯：曹思遠 2015年1月27日（星期二）

山西五年內不再批煤礦項目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煤省山西
正大刀闊斧對煤炭管理體制進行深化改革。山西
省政府昨日正式對外發佈《關於深化煤炭管理體
制改革的意見》（簡稱《意見》），稱2020年
前，除「關小上大、減量置換」外，山西省不再
審批建設含露天礦在內的新煤礦項目。
山西素有「煤海」之稱，全省119個縣級行政

單位，有94個縣（區、市）分佈煤炭，約佔
79%。官方最新數據稱，在新中國的發展進程
中，從1949年到2014年11月末，山西累計生產
煤炭164億噸，其中70%用於對外輸出，是中國
產煤第一大省。
《意見》指出山西省當前煤炭管理體制存在的

弊端，稱煤炭管理體制存在行政干預過多、審批
事項繁雜，部門多頭管理、監管方式落後，市場
機制不完善、權力監督不健全，政企政事不分、
權力設租尋租，甚至官商勾結、滋生腐敗等諸多
問題，這些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山西省煤炭工業的
可持續發展，影響到山西省的發展全局。
山西省政府相關人士稱，《意見》釋放山西煤

炭改革六大政策信號：2020年前，山西省原則上
不再新配置煤炭資源；2020年前，除「關小上
大、減量置換」外，山西省不再審批建設新的煤
礦項目；嚴格執行控制煤炭產能增長的產業調整
政策；停止審批年產500萬噸以下井工改露天開
採項目；全面推進煤炭資源一級市場「招拍
掛」；2017年前基本解決現有採煤沉陷區受災群
眾的安居問題。

甘肅農村婦女實現就近就業

在甘肅省張掖市，過去一到農閒季節，農村婦
女就無事可做，只能在家做家務活。2014年，當
地政府招商引資引進的一家服裝加工企業建成投
產，從就近村鎮招聘了近150名農村婦女從事服
裝縫紉加工，計件發放報酬，這些婦女平均每月
可以獲得2,500元人民幣以上的收入。據了解，隨
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
新建企業出現在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很多農村婦
女從田間走進工廠，實現家門口就業。

■新華社

浙巴士縱火案今日庭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浙江

杭州「7．5」公交縱火案今日在杭州市中級人
民法院進行庭審，屆時被告人包來旭將出庭受
審。據了解，縱火案受傷程度最嚴重的就是包
來旭本人，全身燒傷面積達到95%以上。目前
他雙腿腳踝以下部分已被截肢，將躺着出席並
接受庭審。
據浙江在線報道，包來旭的法律援助律師、法

學博士金亮新表示，包來旭坦言自己很後悔，當
時是一時衝動，願意為所做的一切承擔相應的後
果，並希望能獲得公眾諒解。據金律師回憶，包
來旭經過醫院治療後，雖然目前雙腿腳踝以下部
分被截肢、臉部皮膚燒傷程度非常嚴重，但其精
神狀態不錯，思路清晰，溝通也沒有問題。此
外，金亮新還稱，包來旭已從重症監護室轉到普
通病房，但警方在病房外採取強制措施，對其監
視居住。
杭州中院相關負責人表示，經過法院和醫院溝

通協調後，屆時包來旭將會躺在一個可升降的病
床上，將躺着接受庭審。另外，法院的庭審現場
還會有幾位醫院的醫生參與旁聽，萬一庭審過程
中包來旭有病情的變化，醫護人員會馬上對其進
行治療，法院和醫院已經做好相應預案。

津巴士撞限高桿致兩死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報道，天津市公安局
昨日通報，天津市武清區發生一起交通事故，致
兩人死亡，多人受傷。
據通報，當日中午12時許，一輛載有50多名乘
客、由河南省開往天津市的長途巴士（河南省牌
照）在途經津霸公路王慶坨路段時，撞到限高桿
發生單方事故。接報警後，天津市公安局立即調
派屬地公安武清分局和交管、消防部門趕到現
場，迅速開展搶險救援工作。
天津市公安局稱，目前，事故造成車內兩人死

亡、多人受傷，受傷乘客已被及時送往醫院救
治。大客車司機已被公安機關控制，事故原因仍
在調查當中。

■巴士撞到限高桿，導致兩人死亡，多人受傷。
網上圖片

霧霾再鎖河北 陸空交通淪陷
北京以南所有高速口關閉 石家莊機場航班全部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龍、張帆 河北報道）繼河北省氣象台

24、25日連續發佈大霧黃色預警信號之後，昨日河北多地再次遭遇

大霧，對當地交通造成影響。北京以南所有高速因霧關閉沿線站

口，石家莊機場進出港航班全部處於延誤狀態。

中央氣象台26日6時發佈霾黃色預
警，預計26日8時至27日8時，

河北南部、陝西關中、河南中東部、山
東西部、安徽北部、江蘇中西部、浙江
北部、四川盆地東南部等地有中度霾，
其中，河北南部和河南中北部局地有重
度霾。河北省氣象局官方微博表示，從
早間到上午平原大部地區有霧，部分地
方能見度小於500米；不過上午開始，

河北大部分地區自西北向東南起風，預
計內陸風力在4至5級，沿海一帶可達6
至7級；風吹霧散，空氣好轉，天空也
陸續轉晴。

霧區兩端採用分流管控
記者從河北省高速交警總隊指揮中

心獲悉，北京以南所有高速因霧關閉
沿線站口，省會石家莊市區所有高速

口關閉，秦皇島、唐山轄區所有高速
因霧關閉，張家口轄區因霧關閉張石
高速蔚縣段、張涿高速、宣大高速。
目前交警部門已在霧區兩端採取分流
管控措施，主線站關閉或者限行部分
車道。
河北機場方面表示，昨晨因大霧達不

到航班起降標準，石家莊機場所有進出
港航班均處於延誤狀態。至上午9時許
已有18個進出港航班延誤，2個航班取
消。從上午9時30分時起，石家莊機場
啟動了大面積航班延誤應急處置預案。
截至記者發稿時，霧情未見好轉，河北
大部高速依然處於關閉狀態，機場航班
轉為全部延誤狀態。

廣西跨國拐賣兒童案主犯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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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一
龍、實習記者 孔榮娣 河北報
道）河北氣象局日前發佈，
2014年該省平均出現霧霾日
175.5 天，比常年偏多 19.9
天，佔全年天數的48%。
據介紹，2014年河北年內霧
霾日數時空分佈不均，張家口
中北部、承德東南部霧霾日數
少於100天，冀北高原少於50
天，張家口崇禮8天為全省最
少；其他大部分地區在100天
以上，其中，唐山西部和南
部、秦皇島東部、石家莊西南
部、邢台和邯鄲大部分地區超
過200天。
河北北部和南部的大部分

地區霧霾日數較常年偏多，
張承、秦唐和邢台部分地區
偏多100天以上；平原中部大
部分地區比常年偏少，石家
莊、衡水、滄州一帶偏少50
天以上，局部偏多超過 100
天。四季中，冬、春、秋季
霧霾日比常年偏多，冬季偏
多28.1%；夏季偏少。重霧霾
日僅秋季偏多45.6%，其他季
節均偏少。
2014年，霧霾範圍超過120

個縣（市）的日數有35天，比
去年偏多近1倍，主要出現在
2月、10月和11月。

■河北石家莊京港澳裕華路高速口因霧霾被封閉。 中新社
■石家莊市民因嚴重霧霾紛紛戴起口罩。

張帆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琳 廣西報道）廣西壯族
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昨日對廣西防城港市「6．8」特
大跨國拐賣兒童案進行二審宣判，維持一審法院對主
犯黃清恆的死刑判決，維持對黃曼麗、阮氏軍等22
名被告人無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不等的判
決。
據了解，自2010年起，黃清恆和被告人黃曼麗、阮

氏軍等人逐漸組織了一個拐賣兒童的犯罪團伙，從越南
經中國廣西省東興市向廣東省揭陽市、汕頭市等地接
送、中轉或販賣兒童，或組織越南籍孕婦到中國待產，
產後再將嬰兒賣出。
從2010年至案發，該團伙共出賣兒童20餘名，其

中，公安機關解救出11名涉案嬰兒。嬰兒賣出後，所
得贓款由阮氏軍扣下個人利潤後，將餘款打給黃清恆、
黃曼麗等平均分配，其他負責接送或提供幫助的被告人
則得到一定好處費，而買賣或介紹嬰兒賣出的相關被告

人也從中獲取一定的利益。

維持一審裁決
2014年5月16日，防城港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拐賣兒

童罪，判處黃清恆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
處黃曼麗、阮氏軍等無期徒刑至有期徒刑一年十個月
不等，並處罰金2萬元（人民幣，下同）到1,000元不
等。黃清恆、阮氏雪貞等7人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法院。二審法院審理查明，上訴
人黃清恆在得知廣東揭陽等地少數家庭有收養嬰兒的
願望後，產生從越南組織嬰兒到中國廣東省揭陽市出
賣或組織越南籍孕婦到中國待產，分娩後再將嬰兒賣
出的犯意。二審法院認為，黃清恆是罪責最為嚴重的
主犯，屬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所犯罪行
極其嚴重，依法應予嚴懲，遂作出上述判決，並依法
對黃清恆的死刑判決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廣西壯族自治區高級法院對「6·8」特大跨國拐賣嬰幼
兒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法院對主犯黃清恆的死刑判
決。 中新社

提高科技資源利用率
國家推科研設施與儀器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彭彤 北京報道）國務院
近日印發《關於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和大型科研儀
器向社會開放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部署通過
深化改革和制度創新，加快推進科研設施與儀器向社
會開放，進一步提高科技資源利用效率。
意見指出，近年來，科研設施與儀器規模持續增

長，技術水平明顯提升。同時，科研設施與儀器利用
率和共享水平不高的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閒置浪費
現象比較嚴重。要加快推進科研設施與儀器向高校、
科研院所、企業、社會研發組織等社會用戶開放，實
現資源共享。力爭用三年時間，基本建成覆蓋各類設
施與儀器、統一規範、功能強大的專業化、網絡化管
理服務體系，科研設施與儀器開放共享制度、標準和
機制更加健全，建設佈局更加合理，開放水平顯著提
升，分散、重複、封閉、低效等問題基本解決，資源
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充分釋放服務潛能，為科技創新
和社會需求服務，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供有效
支撐。意見明確改革的組織實施和進度安排。最終於
2017年向社會公佈評價考核結果。

央視曝淘寶京東1號店均有假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麗丹 北京報道）淘寶網、
京東商城、1號店……這些內地耳熟能詳的購物網站
近日卻陷入輿論漩渦。據央視報道，國家工商總局近
日對網購商品抽查顯示，淘寶京東1號店等知名電商
平台均有出售假貨，其中三星手機的正品率竟為0%，
令人跌破眼鏡。

電商產品問題率達77.8%
據央行統計，2014年上半年，中國網購用戶達3.5

億人，平均每人消費超過 3,000 元（人民幣，下
同），網上消費總額達到1.05萬億元，這與各電商出
示的數據相比略顯保守。網上消費增多，伴隨而來的
是針對網絡購物的投訴。有關部門指出，新增消費投

訴基本來自網絡購物領域。
2014年下半年，國家工商總局、中國消費者協會兩

次對網絡交易平台上銷售的商品進行質量檢測，抽查
的9個電商平台中有7個在賣假冒或質量不合格商品，
問題率約為77.8%。監測結果顯示，購買的7部手機
產品中有5部都是非正品，這5部除1部購買自中關村
電子商城外均購自淘寶網。然而，三星(中國)高級知識
產權顧問介紹，網店經營者會附贈商家手機套、防塵
塞等小禮品，而事實上這是為假手機作掩護。正版三
星手機出廠時有防偽技術的封口貼，而部分網店售賣
的手機產品完全不符合國家相關規定。

正品價格售假貨
消協工作人員介紹，這些非正品手機售價並不便

宜，大都在700到2,000之間，消費者實際是用接近正
品的價格買了假冒產品。例如淘寶網一款標價1,780
元的「三星」牌手機，經權威鑒定竟然是一台翻新
機。令人咂舌的是，它與正規銷售渠道的同款手機差
價只有300多元。
報道指出，網上淘貨潮中有金子也有沙子，一方面需
要執法部門嚴格監管，另一方面也需要消費者理性購
物。

深海關開放日 市民與歷史「親密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廣東深圳海關
昨日舉行「海關開放日」活動，以此迎接每年1月26日的
「國際海關日」。活動邀請110多位市民前往深圳海關陳
列館，與海關查獲的象牙、獅子皮、犀牛角等各類走私物
品和多張珍貴歷史圖片來了一次「親密接觸」。

近千件文物參展
據了解，深圳海關陳列館共佔地面積約1,300平方米，

分東西兩館和榮譽長廊。西館講述了晚清、民國、新中國
成立後至改革開放前九龍關、九龍海關的歷史變遷；東館
則展示了改革開放至今深圳海關現代化發展過程。館內展
出珍貴歷史圖片600多張、歷年來查獲的各類走私物品近
500件，包括獅子皮、象牙、犀牛角、沉香木等瀕危野動
植物製品，以及部分珍貴文件及文物。
來自東莞鳳崗的鄭伯今年已經70多歲了，昨日上午6時

許，他便搭乘從鳳崗到深圳的第一列班車，前往深圳海關陳
列館參觀。他告訴記者，對海關的印象只停留在查緝走私和
查驗旅客的層面上，但通過今天的參觀，「看到這些平時難

以見到的文物和圖片，讓我更加了解身邊的歷史。」
據了解，2014年，深圳海關以「打得準、打得狠、打

得及時」為目標，發揮打私主力軍作用，保持反走私高壓
態勢，全年共查辦走私罪案300多宗，案值近47億元人民
幣，位居全國海關第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一
位廣東東莞車主為逃避交通違法的處罰，以10
元（人民幣，下同）在網上購得鐵質數字號牌
和磁鐵，私自偽造號牌。剛入深圳不久便經網
友舉報，被深圳交警部門查扣。根據《深圳經
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違法行為處罰條例》規
定，該車主將面臨15日拘留，並處6,500元以
上2萬元以下的罰款。
據深圳交警機訓大隊賀偉介紹，涉事小車原

車牌為粵SC405T，經過編造後的車牌號為粵
SC505T。經車主李某波交代，因怕於高速超
速等交通違法，便網購車牌數字「5」和磁鐵，
把磁鐵安裝在車牌內側，再將「5」替換車牌原
本的數字。此外，除使用變造號牌外，違法當
事人居然無證駕駛。據介紹，李某波一直在東
莞生活，曾在老家考過駕照，但未通過。

莞車主10元網購磁鐵號牌
偽造車牌或被罰逾6千元

■深圳海關舉行「海關開放日」活動。 李安攝

■消費者網
購時需要理
性購物。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