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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巴士縱火案被告認罪
懺悔願捐器官傷者千萬醫療費定性起爭議

悲劇本可以避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杭州報道）據包來旭交代，2013年他肺結

核復發，治療後病情好轉，但仍需每周注射藥物。回義烏後，當地的
社區醫院既無治療肺結核的條件，也不願為他注射。「我要生活，就
必須工作，但繼續工作，就沒辦法每周到杭州打針治療。就是打針這
個事，導致了後來嚴重的後果。」他說。然而，這樣的悲劇，或許可
以避免。
杭州某社區醫院醫生向記者坦言，肺結核病人即使過了傳染期，所

處位置的空氣中仍會有結核病菌，「社區醫院不具備隔離水平，萬一
對其他患者造成交叉感染，會導致大面積傳染病的發生。」
據了解，包來旭多年孤身在外，未與家人聯繫，亦無朋友。肺結核

病復發後，多次產生輕生念頭，並曾與工友抱怨，「要燒一輛公交車
抱幾個人一起死」。事實上，如果醫療體系能為外來打工者多開一道
門，或者包來旭的工友發現其厭世情緒後，能多給予他關心，或許他
就不會走上犯罪道路。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資料顯示，2013年中國農民工總量
為2.69億人，他們難以享受健全的醫療保障。包來旭案
在讓人嗟歎之餘，希望能引起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重視。

河北「利劍斬污」關停九千企業

清華校長陳吉寧任環保部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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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神神州州
贛共青城打造山水田園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逍，實習

記者牛琰江西報道）江西省目前正
在實施「昌九一體」打造「雙核」的
戰略部署，共青城成為江西省政府建
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重要抓手和切
入點。27日，在江西「兩會」第二
場全媒體直播訪談中，共青城市委副
書記、市長盧寶雲介紹，2015年，
共青城將打造一個山水田園城市，成
為昌九之間周末的休閒基地，「作為
昌九之間的一個中間點，我們希望一
方面能為南昌提供服務，同時我們也
希望能為九江提供服務。」
據了解，共青城在引進產業上將

嚴格保護生態環境標準進行審核，
在建設的過程中，將利用醫學上的
微創理念，保持原有的山水生態體
系，用最小的土地資源，來集約、
節約土地。同時，還通過各種創
新，來增加共青城作為生態之城、
活力之城的潛在。

京大廈爆麻疹三千人急打疫苗

杭州九大寺院取消「燒頭香」

首列海鐵聯運進口整車專列抵烏市

廣州東開通直達潮汕動車

昨日上午9時整，6名法警推着病床進入法庭，包
來旭雙腳腳踝以下被截肢，臉部是燒傷後新長

出的粉紅色的皮膚，頭髮全無，蓋着被子半躺在病床
上接受庭審。

放火係「一時想不通」
包來旭稱，自己2008年離家到義烏一家造紙廠打
工，2013年因肺結核復發，產生輕生念頭，「我失
去了對生活的希望，打算報復社會，並選擇杭州來擴
大影響。」去年7月5日，包來旭來到杭州，吃了早
飯後，漫無目的地在西湖邊閒逛。逛到靈隱附近時，
他將所有能證明身份的物品統統扔進垃圾桶，帶着天
拿水和打火機上了7路巴士放火。 「放火後，我聽
到了哭喊聲和砸玻璃的聲音，然後昏了過去。」包來
旭表示，放火是一時想不通，現在想到那些被燒傷的
也是普通老百姓，他心裡很過意不去。
公訴人表示，包來旭的行為極其決絕，追求危害後果

的意志極其堅決，對廣大無辜乘客的傷害極其嚴重。用
這樣一種極端的方式來解決他的個人問題，是放在任何
一個文明社會都無法容忍的，請求法院從嚴判決。
據了解，在所有傷員中，包來旭是傷勢最重的一
個，全身燒傷面積達95%以上。為此，法院的庭審
現場配有醫生旁聽。

所致損失料難追償
在法庭上，檢方杭州檢察院提出，「7．5」事件共

造成25人重傷、5人輕傷和5人輕微傷，截至2014年
12月31日，共計支出醫療費用1,300餘萬元，這些費
用應該與巴士車輛損失的31萬元共同計入火災造成
的直接損失。對此，包來旭的辯護律師金亮新認為，
火災造成的損失不應該包括後續的醫療費用，而是僅
以車輛定損為主。
記者隨後採訪了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萬劍

飛律師，他認為，從法律角度而言，醫療行為是由放
火所直接造成的，為此所產生的費用也應該算入火災
造成的直接損失。由於救治傷者是第一位，目前所有
的醫療費用都是國家墊付。如果包來旭被判有罪，那
麼依法應該對他追償，但考慮到包來旭的情況，這點
應該不太可能實現。
萬劍飛表示，當侵權人無力承擔賠償的時候，政
府可以在合理的程度上進行法律援助，包括為被告
人委派律師，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以及支付受
害人的治療費用等，「應該說，政府在法律層面是
沒有支付醫療費用的義務的，但可以實施人道主義
援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浙

江杭州「7·5」公交車縱火案28日上午在杭

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被告人包來旭

躺在病床上出庭。對於檢方指控的放火罪，

當庭認罪。並表示如處以極刑，願意捐獻一

切器官給有需要的人。檢方提出的，截至去

年12月31日，「7·5」事件傷者共計支出醫

療費用1,300餘萬元（人民幣，下同），這

些費用應該與巴士車輛損失的31萬元共同

計入火災造成的直接損失引起爭議。庭審於

上午11時半結束，未有宣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據環保部官網消
息，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王爾乘28日到環保部宣佈中央決定：
陳吉寧任環境保護部黨組書記，免去周生賢環境保護部黨組
書記職務。據悉，現年51歲的陳吉寧現任清華大學校長，係
內地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另外，現任環保部長周生賢出生於
1949年12月，已到退休年齡。
按照慣例，陳吉寧在接替周生賢擔任環保部黨組書記後，
預計將在稍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走完法律程序，任環
保部部長，成為國務院組成部門中最年輕的部長。

專業及行政能力皆強
有分析人士表示，陳吉寧是一位學者型的環保「掌門
人」。目前中國環保已經過了常規污染治理的階段，下一步

的環境治理需要很強的專業背景，需要「專業的人來做專業
的事」。
履歷顯示，陳吉寧1981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土木與環境工

程系，於1986年7月獲得學士學位，隨後赴英國獲得博士學
位，回國後在清華擔任環境工程系主任。近年來，他承擔了
多項國家重大專項、「973」攻關和省部級及國際合作項目。
2001年和2004年他先後主持了國家環保局「遼河流域十五環
境規劃」和「全國面源污染控制政策框架與行動方案」；
2000年至2005年，他主持或參與了國家科技部「滇池流域面
源污染控制技術研究」和「污水回用技術、政策和規劃研
究」等重大研究工作，可謂是環保方面的行家里手。此外，
自2006年起，陳吉寧先後擔任清華大學副校長、校長職務，
具有很強的行政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重慶
市環保局近日發佈消息稱，即日起將開展集中
整治煙熏臘肉、露天焚燒和柴火雞餐飲專項工
作。相關負責人表示，煙熏臘肉、露天焚燒和
燃用高污染燃料，產生大量煙塵和粉塵，嚴重
污染大氣環境。對不立即停止煙熏臘肉的民
眾，最高將處以5,000元罰款。此舉隨即引來當
地民眾的廣泛質疑與不滿。
煙熏臘肉是巴蜀之地家家戶戶必備的「年
貨」之一。重慶大學一名吳姓學者表示，拿煙
熏臘肉開刀治理環境是「捨本逐末」。他說，
如今糟糕的空氣質量是工業污染及機動車數量
持續飆升所致，而煙熏臘肉對空氣質量造成的
負面影響微乎其微；為了治理霧霾而禁放煙花
爆竹、禁止戶外燒烤甚至禁止在葬禮上焚燒衣
物等政策，都有失人性與溫情。
重慶一家餐館老闆表示，臘肉在重慶的年夜
飯中必不可少，「我並不認為煙熏臘肉產生的
煙會造成多麼嚴重的空氣污染。真正的污染源
是化工廠、機動車，政府應加大工作力度尋找
真正的污染源。」
對此，重慶北部新區市政監察的官方微博解
釋道：重慶市環保局通過對PM2.5來源解析，
生活污染在PM2.5中佔比由10%上升為16%，
高污染燃料是主要污染來源之一，給市民健康
帶來危害，必須立即糾正與制止。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孔榮娣河北報道）備受霧霾天
氣困擾的河北，去年開展了環保專項、大氣污染防治專項檢
查、「利劍斬污」、APEC會議環境質量保障督查、滲坑專
項整治、敏感地區環境監察等多項行動，全年停產關閉企業
9,360家。
據介紹，河北去年共受理環境信訪2.4萬件，比2013年增

加 83.7%，出動環境
執法人員 42.8 萬人
次，檢查企業19.8萬
家次，查處環境違法
企業7,090家次，掛牌
督辦41家，處罰案件
2,357起。
去年，河北組織對

水泥、鋼鐵、焦化、玻璃等四大行業進行專項稽查，追繳排
污費2.74億元，重新修訂的《河北省環境污染舉報獎勵辦
法》，提高獎勵金額，擴大獎勵面，對127人發放獎勵金20
萬元。
此外，河北聘任環境監管義務監督員10,298名，建立健全

了省市縣鄉村五級管理、縣鄉村三級網格化環境監管體系，
強化了地方政府網格化環境監管的主體責任，明確了部門環
境監管職能，建設完善了組織、監管、監督、保障、企業自
律和考核獎懲六大體系，督促區域環境問題整治。
2015年，河北將加大環境案件查處和綜合懲治力度，綜
合運用掛牌督辦、區域限批、按日計罰、限產限排、停產整
治、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等行政手段；實行階梯式差別化徵
收排污費、「黑名單」向社會公開等經濟和市場手段，堅決
遏制環境違法違規高發頻發態勢。

深醫院指電子輻射易誘發甲狀腺癌

■小月現已基本康復。 本報深圳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深圳甲狀腺癌發
病人數增長較快，在2014年新發癌症排行榜上躍至第四，
成為去年發病人數增長最快的一種癌症。一般來說，兒童患
甲狀腺癌的幾率比中青年低得多，但記者日前從港大深圳醫
院獲悉，竟有一名年僅7歲的女童罹患此癌。醫生指，無處
不在的電子產品的輻射是甲狀腺癌增加的一個重要原因。
港大深圳醫院近日罕見地接診一位年僅7歲女童，成功為

她切除了甲狀腺瘤。患病女童小月（化名）家住深圳龍崗，
去年12月，父母發現她的脖子上長了兩個硬塊，但由於不
痛不癢，沒有重視。可隨着時間推移，小月頸部的硬塊越長
越大，媽媽帶她到當地醫院進行彩超檢查，發現小月頸部長
有多個腫物。港大深圳醫院內分泌外科副顧問醫生黃志恆日
前為其進行手術，成功切除了小月頸部出現病變的甲狀腺，
同時清除了兩側的淋巴結轉移病灶。

去年甲狀腺癌新增400餘例
根據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的統計，2014年深圳的新發

甲狀腺癌1,563例，較2013年增長了400餘例。黃志恆醫生

介紹，港大深圳醫院自2012年底開設內分泌外科至今，共
進行約900例甲狀腺手術，當中近1/3為惡性的甲狀腺癌，
「惡性的比例較以往明顯提升」。他認為，無處不在的電
視、電腦、平板電腦、手機輻射是甲狀腺癌增加的一個重要
原因。他指出，50%的甲狀腺癌患者發病時無明顯病徵，係
求醫時偶然發現。他表示，患者若有甲狀腺腫脹、聲線改變
等症狀，應盡快求醫。

■重慶婦女正在製作臘肉。 本報重慶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紫晨 北
京報道）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接到
東城區疾控中心報告，朝陽門內一
座大廈爆發麻疹疫情。北京市區兩
級疾控中心接到報告後及時赴現場
採取了病例隔離、消毒、麻疹疫苗
應急接種等控制措施。截至到26
日，共報告麻疹病例23例。為防止
麻疹疫情的傳播，該大廈現已完成
麻疹疫苗應急接種 3,462 人。目
前，該起疫情尚無新增病例報告。
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麻疹是由

麻疹病毒引起的傳染性極強的急性
呼吸道傳染病，在人員擁擠、空氣
不流通的環境中，很容易傳播。現
在是麻疹發病高峰期，疾控中心建
議公眾要注意個人衛生，一旦出現
發燒、紅色皮疹、咳嗽等症狀，要
盡快去醫院診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晶晶烏魯
木齊報道）內地運距最遠、跨度最
大、參與面最廣的進口整車專列——
「青島港—烏魯木齊進口整車海鐵聯
運」特貨專列日前抵達烏魯木齊貨運
中心烏西貨場，完成了內地首列海鐵
聯運進口整車專列運輸任務，首次實
現汽車口岸運輸模式由「坐汽車」到
「坐火車」的突破。
此次海鐵聯運專列滿載232輛進

口整車，通過海鐵聯運到新疆歷時
5天，同時，汽車在售價上也與在
港口城市買車相差無幾，提車時間
也從過去半個月到一個月，縮短到
一周左右。相比進口整車傳統的汽
運方式，海鐵聯運新模式具有成本
低、效率高，安全、環保、運輸周
期短等優勢。

■共青城市長盧寶雲接受媒體訪
問。 本報江西傳真

■被告包來旭躺在病床上受審。 電視截圖

■陳吉寧
有很強的
環保專業
能力。
網上圖片

■■包來旭巴士縱火包來旭巴士縱火，，造成嚴重損失造成嚴重損失。。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
報道）記者日前從廣鐵集團獲悉，自
2月1日起，廣深線將再次調整列車
運行圖，廣鐵將首次開行連接廣州
東至潮汕站間的跨線動車組列車。
廣州東至潮汕站全程耗時3.5小

時，二等座163.5元。與此同時，
廣深線動車組列車運行時間將進一
步壓縮，廣州東站至深圳站間運行
時間將由原來的1小時19分鐘縮短
至1小時12分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施倩 杭州
報道）出於安全考慮，今年臘八節杭
州靈隱寺取消寺廟內的集體免費送粥
活動。記者日前從杭州市佛教協會獲
悉，包括千年古剎靈隱寺、淨慈寺、
法喜寺、法淨寺等浙江杭州九大寺
院，今年除夕夜將取消燒頭香活動。
據悉，2015年2月18日除夕起至

年初六，除正常時間開放外，寺院
夜間不對外開放。杭州市佛教協會
工作人員介紹，此次取消燒頭香活
動已醞釀多時，並非針對「上海外
灘踩踏事件」，安全因素只是其中
一個原因，更多是為了生態環境保
護，推進文明進香。他認為，除夕
夜燒頭香只是民眾過除夕的一種方
式，取消了除夕夜燒頭香，民眾還
是可以有其他方式來過節。

■去年APEC期間北京的藍天，也
有河北治污的功勞。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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