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昨日，廣西海
事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申春生在「廣西海（水）上搜
救獎勵和補償管理暫行辦法實施情況」新聞發佈會上透
露，目前與越南海陸相連的廣西防城港市正在積極推進
區域性的海上搜救演習。自2012年中越大型海上搜救演
習後，廣西或將在小範圍內與越南進行再次演習。
申春生表示，由於廣西與越南海陸相連，廣西與越南
海事互動較為頻繁。廣西海事局一直在積極推動與越南
海事的聯繫，並積極推進廣西救援船進入越南海域救援
中國籍遇險船舶的通關便利化。
申春生還透露，繼2012年中越大型海上搜救聯合演習
之後，中越海事合作一度因兩國關係而推進緩慢，與越
南實質性的海上搜救演習也被擱置。目前，廣西防城港
市海事局正在積極與越南方面聯繫，希望能進行小規模
的海上搜救演習。
此外，廣西還將完善與福建、廣東、海南建立的華南

四省（區）搜救協作機制，與雲南、貴州在共管庫區建
立了搜救協作機制，推動落實相關合作協議。
據悉，廣西推進實施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海（水）上搜
救獎勵和補償管理暫行辦法》將參與搜救的社會力量納入

獎勵和補償機制，成為內
地首個建立搜救和補償機
制並成功實施的省份。參
與搜救最高可獎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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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榮娣 河北報道）京津冀
三地高級人民法院昨日正式簽署執行工作聯動協作協
議書，即日起，對查封、凍結、拘留等執行措施，京
津冀三地法院均可委託被執行人財產所在地或住所地
法院辦理，實現三地辦案的「同城效應」。
據了解，本次協議明確了三地法院協作執行的事

項，包括委託調查（查詢），（輪候）查封（凍
結），續封（凍），解封（凍），扣劃存款，登記
型財產過戶等法律文書的送達，拘留等強制措施。
上述事項，執行法院均可委託被執行人財產所在地
或被執行人住所地法院辦理。對於在三地轄區內已
查明的被執行人的財產處分中的財產審計、評估、
拍賣、過戶、支付執行款項等執行事項，可依法專
項委託被執行人財產所在地法院協助執行。與此同
時，協議簡化了赴京津冀轄區內異地執行手續。

京津冀法院將實現辦案「同城效應」
快訊神神州州

浙江小鎮應付考核 墓群刷綠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紹興報道）浙江省紹
興斗門鎮楊望山遠看是青山一片，近看卻是一片被
刷了綠漆的墓群，針對質疑，楊望村村主任近日回
應稱，上面有復綠的工作要求，這麼做是為了應付
上面的檢查。「由於墓群密集，土壤流失嚴重，刷
綠漆是無奈之舉。」
紹興市民政局事務處伍處長公開回應稱，根據整

改通知和考核細則，要求採用整體遷墳或深埋的辦
法來復綠治理。如果這兩者都做不了，那就是要綠
化掩蓋，而且要種植常綠樹木。刷綠油漆不算是復
綠，當時這一項考核當中「他們是扣分的」。
「我們做這項工作已經有些年頭了，今年還會繼

續。完成不了就是扣分，也沒有硬性要求一定要怎
麼樣，但是這個完成不好是會影響政府政績考
核。」伍處長說。

■被刷了綠漆的墓群。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靳中興 鄭州綜合報道）春
節後返程，為了遏制和預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
發勢頭，河南省交警系統正式啟用「機動車緝查布
控系統」，這一系統目前已經實現省內聯網，可以
對列入數據庫黑名單的違法車輛開展實時監控。
據介紹，「機動車緝查布控系統」設有違法車輛

號牌數據庫，並和道路監控卡口實現聯網。該系統
內已經存儲有「問題」車的車牌號，只要被卡口監
控拍到，機動車緝查布控系統就會自動報警。
據執法民警介紹，道路交通運輸進入春節後的繁

忙活躍期，部分車輛駕駛人和運營企業管理者容易
產生懈怠心理，因此，極容易引發交通事故。啟用
該監控系統，是為最大限度確保市民出行的安全。

河南現「智能警察」嚴查違法車

諾獎獲得者昆明談納米科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霍蓉 雲南報道）諾貝爾物理

學獎獲得者、德國科學家彼得．格林貝格爾，將於今
日到昆明講學揭開《Spin Waves（自旋波）》即「自
旋電子學」與「巨磁電阻效應」，近20多年來能夠在
筆記本電腦、音樂播放器等，所安裝的越來越小的硬
盤中，存儲海量信息的秘密。以及近年來，此技術在
小型大容量計算機硬盤中廣泛運用的秘密。因為「沒
有這一現象，MP3以及iPod行業都不可能出現」。
據悉，彼得．格林貝格爾教授發現的「巨磁電阻效
應」，被認為是「納米技術的首批實際應用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據上海閔
行警方披露，前日下午，一名寶馬車主因抗拒交警
執法，強行開車拖行警察10米造成其身亡。
據了解，前日在吳中路虹許路路口，有寶馬車違

規轉彎遭遇警察上前攔截。被攔車輛司機不聽執法
勸阻，依然開動車輛，隨後突然加速並拖行警察10
米多遠。現場目擊者稱，事發時寶馬車速極快，拖
行警察後又開出100米外才停下。
警察被拖行後，導致頭部着地，送醫後因顱內出

血，腦幹受傷而不治身亡。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該
名警察妻子有孕在身，下月即將臨盆。
寶馬車駕駛員辯稱，當時想聽從交警指揮靠邊停

車，但不知為何誤踩油門導致悲劇發生。目前司機
已被刑拘，具體案情在進一步審訊中。

滬警執勤遭豪車拖行遇難

孫中山逝世90周年 故居辦特展
兩孫女捐近900件文物 宋慶齡英文信首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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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現「樓脆脆」空手就能抓破牆
香港文匯報訊 據荊楚網報道，湖北省白沙洲「復地

悅城」近日遭到多名業主投訴，該樓盤6月底收房，目
前大部分竣工。然而多戶家中牆壁均出現鑰匙能插進牆
體5公分左右深度的現象，用手一抓就能抓下一大塊牆
體填充物。據業主小陳介紹，整個復地悅城一期的房子
都不同程度存在這個問題。
據悉，該樓盤於2013年底開工建設，目前一期已建成
13棟商品住宅樓。記者隨機選擇了6棟3樓、1棟2樓和
2棟2樓中的三處房間查看。
抽查的三處房間在有外牆處的內牆，均有明顯色澤較
暗的水泥塗面，薄薄的一層水泥透出裡面纖維網的紋
路，摸起來也較其他牆面光滑，使勁一蹭還往下掉粉。
記者稍用力拍打，牆面一下子便「拍破」了個洞，露出
了牆裡的纖維網。記者和業主試着將多把鑰匙、圓珠筆
插入牆內，連女記者稍一用力也能輕鬆插進5厘米。
售樓部王姓客戶經理表示，知道網上投訴的內容，並
稱「（問題出在）實體牆外附的保溫層，你用就用，不

喜歡就把它刮下來。」然而，售樓部光霞地產的客戶總
經理卻表示，在6月30日交房以前，開發商應該會整改
到位。

開發商驗收備案 業主有疑問可投訴
武漢市城建委相關負責人表示，商品房應由開發商組

織驗收，驗收完成後，滿足相關條件者再到武漢市建築
工程質量監督站辦理備案手續。如果業主覺得有房子有
質量問題，可以向市、區質量監督站打質量監督投訴電
話。
據市質監站投訴電話的接線者表示，以他個人經驗判

斷，應該不算較大的質量問題，不過他也表示，正常情
況下，保溫砂漿應有一定的抗壓性，不會是一捅就破。
至於抗壓性減弱的問題，他懷疑可能是表面的水泥粉

刷未達到標準。但是在收房日期之前，開發商是可以整
改的。如果在6月30日收房時仍有類似問題，業主可以
撥打洪山區質監站投訴電話。

■多戶家中牆壁均出現鑰匙能插進牆體5厘米左右
的現象。 網上圖片

因版面安排關係，
「兩地融通」版今日
暫停一天。

小啟

中國人首次任國際民航組織秘書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聯合國專門機

構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在當地時間3月
11日投票選出新一任秘書長，中國推薦的柳芳
博士在首輪投票中以19票當選，成為首位中國
籍秘書長。現任該組織行政服務局長的柳芳，
將在8月1日履新，任期3年。
據英國廣播電台12日消息，總部設在加拿大
蒙特利爾的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發表聲明說，柳
芳成為這個聯合國民航特別機構的首位女性秘
書長，也是第二位來自亞太國家的秘書長。
柳芳於1962年出生，是武漢大學國際私法博
士，以及荷蘭萊頓大學航空及空間法碩士。
1987年起，柳芳先後擔任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國
際合作司副處長、處長和副司長。2007年，柳
芳進入國際民用航空組織，擔任行政服務局
長。
另據新華社報道，近年來，隨着中國與外部

世界聯繫日趨緊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走上國

際組織高官的角
逐場。國際舞台
上的中國新面孔
引起國際社會的
普遍關注。
據一位曾在聯

合國擔任高級職
員的中國外交官
介紹，一般來
講，一個國際組
織對於其國際職
員的來源都有具
體的原則，比如
公平地域原則、
能力原則、會費比額原則。隨着中國經濟總量
世界排名不斷上升，中國向各國際組織繳納會
費也有大幅度增加，客觀上為更多中國籍人員
到國際組織任職創造了有利條件。

內地迎賞櫻高峰 滬將適時限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賞櫻季

來臨，內地相關旅遊產業亦火爆。除了選擇出境賞
花外，內地本土公園亦是不錯選擇，其中，上海、
武漢、合肥等地均於本月始舉辦櫻花節，供遊客賞
花同時體驗中華特色文化。
上海顧村公園管理科科長張忠表示，櫻花現已越

來越受市民的歡迎，其中包括不少境外遊客。去
年，園內賞櫻人數單日客流高峰曾達16萬的紀錄，
而今年若遇雙休晴好天氣影響，料亦會迎來大客
流。
而面對即將到來的大客流情況，張忠表示，其實

依據多年經驗，公園早已做好相關準備，包括單向
通行道，安排志願者維持秩序等，不到必要時刻不
會輕易限流，而一旦出現緊急情況，園內會立即採
取措施，保障安全的同時不讓遊客掃興而歸。

昨日，200多名各界代表冒雨趕
到孫中山故居，向孫中山像敬

獻花籃。祭奠活動結束後，各界代
表移步到紀念館前參加「孫穗瑛、
孫穗華女士捐獻家藏特展」揭幕儀
式。
孫穗瑛、孫穗華是孫中山先生的

孫女、孫科與陳淑英的女兒，她們
均已年過九旬，長居美國。去年9
月、10月間，兩位老人分別將包括
傢具、瓷器、衣物、油畫、照片、
書信等部分家藏文物資料共計887件
（套）無償捐贈給孫中山故居紀念
館，其中包括宋慶齡1948年寫給孫
穗瑛的英文信、孫中山元配夫人盧
慕貞使用過的嵌玉花鳥漆木衣櫃等
文物。
孫穗瑛、孫穗華因年事已高，此

次沒有回來。據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負責人介紹，兩位老人從小受過良
好的家庭教育和中西文化熏陶，此
次展覽還展出了孫穗華創作的十多
幅油畫作品。

北京各界中山堂獻花
北京各界人士也於當天聚集中山
公園中山堂，肅立、靜默，向孫中
山先生像三鞠躬，共同緬懷這位中
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
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家瑞代表中國
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革中央
主席萬鄂湘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
員會中央委員會，中央統戰部副部
長林智敏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北
京市副市長程紅代表北京市政府，
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北京市委會
主委傅惠民代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
員會北京市委員會，向孫中山先生
像敬獻了花籃。
紀念儀式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民

革中央常務副主席齊續春主持。
萬鋼、羅富和、陳曉光、馬培華

和何魯麗、周鐵農、羅豪才、厲無
畏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共
中央統戰部、民革中央、北京市等
方面負責人，部分在京參加十二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二
屆三次會議的代表、委員等出席儀
式。

南京百人謁陵寄思
江蘇南京是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

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地，亦是其長眠
之地。1929年6月1日，孫中山先生
遺體永久奉安於南京紫金山中山
陵。
昨日，南京市百名各界人士當日

會聚在南京紫金山腳下，沿392級台
階登頂鍾山，謁陵寄思，緬懷孫中
山為中國民主革命事業創立的歷史
功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昨日是一代偉人孫中山逝世

90周年。上海、廣州、中山等地舉辦了多種紀念活動。「孫

穗瑛、孫穗華女士捐獻家藏特展」昨日在廣東省中山市孫中

山故居揭幕，特展上，887件（套）家藏文物展出，其中，宋

慶齡1948年寫的英文信首度公開。

■廣西搜救隊在進行搜救演習。 本報廣西傳真

■早櫻盛開，遊客紛紛拍照留念。倪夢璟 攝

■柳芳任國際民航組織秘書
長。 網上圖片

昨日是中國植樹節，來自美國、德國、英國、法
國等24個國家的100餘名在湖北工作的外國專家，
來到位於湖北武漢市蔡甸區的中法生態新城後官湖
畔，參加由湖北省外僑辦、湖北省外國專家局共同
舉辦的第15次百名外國專家植樹活動。圖為參加植
樹的外國專家為樹木上鍬培土。 中新社

湖北百餘外國專家植樹

◀廣東省中山
市的孫中山紀
念堂公園正
門。

資料圖片

▲昨日是孫中
山先生逝世90
周年紀念日，
社會各界人士
前往南京中山
陵拜謁。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