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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記者昨
日從四川臥龍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獲
悉，有村民在保護區
內山坡上發現一隻生
病的野生大熊貓。目
前這隻大熊貓已被送
往保護區內獸醫院接
受隔離治療。
據悉，該野生大熊貓為雌性，體重65公斤，年齡10歲

左右，牙齒有一定磨損，皮下脂肪極少，消瘦，體表寄
生蟲較多，心率偏低，節律不整齊。截至昨日上午，被
救大熊貓正按隔離檢疫要求進行治療和護理。
據參與救治的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工作人員介

紹，目前正在對這隻大熊貓注射抗生素，同時補充體
液、能量及維生素。按慣例，這隻野生大熊貓基本恢復
健康後，才能被放歸野外。

四川現生病野生熊貓 已隔離救治
快訊神神州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唐琳廣西報道）昨日下午，廣西
平果縣果化鎮永定村發生一起砍人事件，目前已造成3
人死亡2人受傷，傷者被緊急送往醫院救治。據了解，
當地警方目前已抓獲1名犯罪嫌疑人。另據新華社消
息，目前，還有嫌疑人在逃，警方正全力追捕，案件正
在抓緊偵辦中。

廣西發生砍人事件 3人遇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袁巧重慶報道）從昨日零點起，西
南地區民航高空空域資源整合工作正式實施，四川成都區域
管制中心正式接管了此前由重慶代管的7,800米（不含）以
上空域，以加速重慶地區的飛行流量，提高航班準點率。
民航重慶空管分局管制運行部副主任謝今介紹，作為

西南地區高空管制移交的第一步，重慶高空移交的實
施，實質上是對高空空域資源的化零為整，有利於對其
進行統籌安排，提高民航空中交通管制的運行效率。

重慶民航高空管制權移交成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徐悅貴
州綜合報道）昨日上午 11:55
分，貴州黔西縣客車站發生一起
爆炸事故，造成9人受傷，其中
重傷3人，輕傷6人。
黔西縣人民政府網站發佈公告

稱，根據縣公安部門初步查明，
疑似駕駛員個人糾紛引起的爆
炸。目前，傷員已妥善救治，車
站營運秩序已恢復正常，案件正
在進一步調查中。

貴州黔西客車站爆炸 9人傷

■爆炸現場。
本報貴州傳真

郭正鋼妻欠巨款 商戶討公道
操盤五金城 淪爛尾樓無人管

商戶「抱團」維權 屢次談判未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高施倩浙江報

道）孫英集結了幾名商戶，於去年5月 29
日，向東皇公司遞交了書面退舖申請書，然
而東皇公司以資金不足為由，拒絕了商戶的
退款要求。
在屢次聚集中，孫英、超哥、莊莊等在不同
時期入手五金機電城店舖的商戶們組成了QQ
群，他們希望用「抱團」的方式來引起東皇公
司的注意，他們與東皇公司進行了超過10次的
談判，參與者除了杭州市下沙經濟開發區政法
委、信訪局，還有浙江省軍區的代表。
按照參與溝通協調的杭州市政府官員的說

法，之所以請省軍區的人員參加，是因為五
金城佔用的土地原為省軍區農副業基地。

作為QQ群的群主，莊莊是個嫁到杭州的
家庭主婦。2009年11月，莊莊接到銷售顧問
的電話，帶着先生來看了看建到一半的五金
機電城，就下了訂單。
莊莊的商舖買在二層A區，一共花了65萬
元，也是一次性付款，這65萬元是三家合起
來的現金，包括莊莊的父母家，和莊莊的姐
姐姐夫家。「去年出事的時候，我幾次想跳
樓，都被母親攔下。」
由於莊莊家庭主婦的身份，她平時比較

空，因此很多維權行動都由她來組織安排。
「從我組建這個群開始，平均一個月要被警
方請進派出所一次，要求維穩，現在已經不
止10次了。」

念斌不滿113萬國家賠償申請覆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傅龍金福州報道）念斌的姐姐

念建蘭昨日下午通過個人微博向外界披露，念斌代理律
師當日下午已向福建省高院提交念斌案國家賠償覆議
書。對此前福州市中院作出的113萬餘元（人民幣，下
同）賠償決定，念建蘭表示不能接受，並稱是「對念斌
的二次傷害」。
去年8月22日，涉及一宗投毒案、8年來4次被判死
刑的念斌被福建省高院宣佈無罪釋放。此前，念斌及其
律師在「國家賠償申請」提出，要求福州中院賠償念斌
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醫療費、精神損失費及其他物質
損失等共計約1,500萬餘元，同時要求在多家媒體公開
向其賠禮道歉、消除影響。
今年2月17日，福州市中院依據《國家賠償法》決
定，依法支持了申請人念斌提出的限制人身自由賠償

金、精神損害撫慰金以及消除影響、賠禮道歉這3項賠
償請求，並對念斌作出合計人民幣113萬餘元的國家賠
償決定，並為念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並
駁回賠償請求人念斌的其他賠償請求。
「對於福州中院作出113萬餘元賠償的決定，我們

不能接受。」念建蘭認為，健康損害有賠償依據，是
正當的賠償請求。她介紹說，念斌被羈押八年長達
2,936天，有2,030天每天24小時戴着數十斤重的工字
型死刑扣，使他患上不可逆轉的脊柱鈣化病；四肢肌
肉萎縮，雙下肢神經壞死；嚴重創傷性精神障礙，抑
鬱等病。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和福建高

院工作報告中，均提及念斌案，此番念斌案國家賠償申
請覆議，其最終結果仍將引發各方的審視。

聶樹斌案疑點重重 6處非本人簽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聶樹斌案
申訴代理律師17日起進入山東省高院閱卷。李樹亭律
師近日表示，閱卷時發現該案存在重大法律程序問題，
目前已發現6處簽名非聶樹斌本人簽字。
據李樹亭介紹，這6處簽字分別位於聶案一審法院送

達的起訴書筆錄、送達回證，一審審判筆錄，一審判決
書的送達回證，二審階段刑事判決書送達回證和在行刑
之前驗明正身的筆錄。「聶樹斌有自己的書寫習慣，」
李樹亭續稱，是在比對了聶樹斌寫的刑事上訴狀和在偵
查階段供述的簽名，又請聶母張煥枝和姐姐聶樹慧
（音）女士確認後得出以上結論。
他還表示，在王書金案件審理過程中，他從公開報道
信息了解到，案發現場有一串鑰匙。而卷宗內並沒有聶
樹斌供述這串鑰匙的相關事實。此外，閱卷中還發現一
些其他細節問題，目前不便對外披露。
關於簽名問題，聶案另一名代理律師陳光武認為未鑒

定前還需謹慎處理。他表示，目前全國律師在再審代理
閱卷上阻力重重，該案樣本有利於把代理刑事申訴的閱
卷問題向前推進一步。

■聶樹斌案申訴代理律師李樹亭。 本報山東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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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
圳報道）今年元旦，廣東深圳醫生
梁某在大梅沙海域冬泳時離奇身
亡，時隔三個多月，深圳海事部門
昨日正式完成了對該事故的海事調
查工作，出具了《水上交通事故責
任認定書》，通報表示，香港籍遊
樂船「138115」對該起事故負主要
責任，駕駛員李某某為主要責任
人，亡者梁振濤負次要責任。
據了解，根據刑法以及最高法院
關於審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司法解
釋的規定，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
任，造成一人以上死亡後果的，應
當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刑期為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
據深圳海事局通報，事故發生於
1月 1日約 15:54，香港籍遊樂船
「138115」（船舶所有人方某）在
從南澳返回大梅沙灣遊艇會途中，
航經洲仔島東北側水域時，與游泳
者梁振濤相撞，並致其死亡。同
時，因「138115」未辦理進岸手
續，其香港運作牌照已過期且未取
得中國籍船舶登記證書，在事發海
域屬非法航行，而駕駛員李某某未
能謹慎駕駛、未能及早發現游泳者
並採取有效措施，導致事故發生，
故 而 深 圳 海 事 部 門 認 定 ，
「138115」對該起事故負主要責
任，駕駛員李某某為主要責任人。
深圳海事部門還認定，梁振濤酒
後在非劃定泳區下海游泳，游經遊
艇習慣航行水域且未採取安全警示
措施，未盡到安全謹慎義務，梁對
該起事故負次要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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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兄長訴南京餐廳侵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揚子晚報》報道，雖然

鄧麗君已經去世20年，但直到今天粉絲仍是
不少。據悉，鄧麗君去世後，她的姓名和肖
像的使用權，歸屬於鄧麗君文教基金會和鄧
家。近日，鄧麗君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鄧麗
君的三哥鄧長富，委託律師到南京辦理了一
份證據保全公證，目的是狀告南京一家餐
廳。他們認為，這家餐廳侵犯了鄧麗君的姓
名權與肖像權。
據了解，該餐廳以「鄧麗君音樂主題餐
廳」為名，在餐廳內大量使用鄧麗君的照片
和肖像，甚至菜單上都有鄧麗君的頭像。鄧
麗君基金會要對這家餐廳的侵權事實做證據
保全公證，起訴其侵權。
為此，南京公證處的公證員來到這家

「鄧麗君音樂主題餐廳」消費並查看了餐
廳全貌。公證員用手機對餐廳環境拍照，
並對消費發票也進行了證據保全。這樣可
以證明：餐廳以鄧麗君為招牌，獲得了商
業利益。3天之內，這起證據保全就宣告完
成。
據悉，鄧麗君基金會的要求並不複雜，主

要有3條，第一是立即停止侵權行為，第二公
開賠禮道歉，第三則是對侵權行為作出經濟
賠償。
對此，南京大學法學院邱鷺風教授認為，

商家未經授權，使用鄧麗君的姓名和肖像，
以營利為目的，同時也可能有虛假宣傳，影
響逝者名譽的行為，並且在情感上傷害了鄧
家人，以法律途徑訴訟是可以理解的。 ■餐廳牆壁上有大幅鄧麗君油畫。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俞晝、高施倩
浙江報道）在商舖代表與東皇公司的談
判中，東皇公司曾數度表述「資金非常
緊張」，難以按照合同履約，需要制定
退款計劃。然而，隨着談判的一次次進
行，雙方差距越來越大。
「剛開始東皇公司願意只退本金不

支付違約金和收益，我們同意了。後
來又改為分三年退本金的90%，到第
10次談判時，已經變成要求90%的商
戶書面同意退舖或續約才退本金的
80%。」莊莊憤慨地說，這簡直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務，據她了解，五金機
電城招商近2,000戶，又不給她商戶的
聯絡方式，要自己找到90%的商戶簽
同意書沒幾年根本做不下來。
隨着談判的破裂，商戶們又將希望

寄托於遊行。
今年3月，隨着五金機電城的實際操

盤者、吳芳芳的丈夫—郭正鋼被披露
因涉嫌違法犯罪由軍事檢察機關立案偵
查，商戶們空前團結起來，他們怕隨着
郭的落馬，吳芳芳的資產被凍結後，拿
回當初購買商舖的錢就更難了。
15日，數百名五金機電城商戶舉

着自製的小旗子在浙江省軍區大門口
遊行，引發大量媒體的關注。
莊莊坦言，商戶們還是比較理智的，
只是揮着小旗子遊行，並不想造成衝
突。「對商戶而言，只要把我們的血汗
錢還給我們就行了。」

17日，記者在杭州下沙經濟開發區月雅路的中國五金機電城
（後改名為中國五金機電裝飾城）
發現，與五金機電城主體建築外的
幕牆形成對比的是，建築內部十分
簡陋，門口灑落着一層碎玻璃，過
道右側堆着數百根已經生銹的鋼
管，中間還有沒有拆掉的腳手架，
僅過道就有兩個攪拌機。因為沒有
通電，下午16時，整幢建築內顯得
十分陰暗。
五金機電城的隔壁就是東皇公司
招商中心，在進門處左側就堆着一
堆雜物。招商中心二、三樓的辦公
室大門關閉着，整個中心就亮着兩
盞燈，大廳中間的沙盤模型上方，
懸掛着「城市擴張蘊含的財富無
限，錯過不再！」的彩色廣告，但
接待處的桌上已經積了灰，上面放
着一隻電飯鍋內膽。整個招商中心
只剩下一個保安。
據媒體報道，東皇公司成立於2009
年10月28日，註冊資金3,000萬元(人
民幣，下同)，股東為兩名自然人吳芳
芳和方水英。其中，吳芳芳投資
2,700萬元、佔股90%，其母方水英
投資300萬元、佔股10%。

業主賣樓買舖被套 懊惱不已
「如果時間退回到2008年，我一定
不會執意賣掉老家蕭山的房子，來下
沙投資商舖。」第一批購買五金機電
城的商戶孫英（化名）至今懊惱不
已。

2008年，孫英與東皇公司簽訂《商
舖使用權出讓合同》，購買五金機電
城兩間二層C區的商舖，一共花了56
萬元，一次性付清。合同約定，五金
城開業時間為2011年5月18日，使用
期限15年。
同時，雙方簽訂補充協議，將商舖

返租給東皇公司經營，自市場開業
起，東皇公司三年內分別按照6%、
7%、8%的投資回報率向孫英支付租
金。補充協議同時約定，開業滿三年
後，孫英可以選擇退舖，東皇公司全
額退還商舖價款。
然而，到了約定好的退舖時間，五
金機電城還是一幢爛尾樓，說好的商
舖收益也被停止支付。孫英就此開始
了自己的維權路。

欠6,000萬工程款老闆苦等三年
除了拉着橫幅維權的商戶，因為吳

芳芳欠公司6,000多萬元，五金機電
城的土建單位之一中扶建設有限責任
公司負責人齊樹榮因為「維權」已經
在這個工地白白等了3年。
齊樹榮說，土建沒那麼多的利潤，
一些材料款都施工單位先墊資的。他
的哥哥以每年10%到20%的利息借了
不少錢，用來還混凝土、鋼筋等材料
公司的錢，「我們是簽了合同的，違
約會被告。」
齊樹榮表示，「郭正鋼被抓了，吳

芳芳無論有沒有被抓，這個項目總要
有個措施，不是政府接手就是軍隊接
手，我們期望的就是拿到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高施倩 浙江報道）浙江省軍區副

政委郭正鋼被披露因涉嫌違法犯罪被立案偵查後不到半個月，

數百名中國五金機電城商戶冒着大雨，聚集在浙江省軍區門口

遊行。這幢爛尾多年的商貿樓因為其操盤手吳芳芳係郭正鋼妻

子的特殊身份，重新回歸到大眾的視野中。

■五金機電城建築內部十分簡陋。
本報浙江傳真

■五金機電城隔壁是東皇公司招商中心。
本報浙江傳真

■工作人員正在對大熊貓進行救
治。 路透社

■商戶曾多次聚集在浙江省軍區門口
維權。 本報浙江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