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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啟動非法集資整治行動

快訊神神州州

《關於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
改革的意見》5月1日正式施

行。這標誌着人民法院案件受理制度，
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依法應
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
理，保障當事人訴權。

法院全面實行立案登記制
根據意見，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案
件，人民法院必須依法受理，任何單位
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撓法院受理案
件。同時，登記立案針對的是人民法院
的初始案件，對上訴、申請再審和申
訴，不適用登記立案。這項改革的推
進，有利於從制度上、源頭上解決人民
群眾反映強烈的「立案難」問題，對加
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

度具有重要意義。新行政訴訟法對破解
「民告官」案立案、審理、執行的三難問
題作出規定，進一步拓寬了「民告官」的
法律渠道，完善了依法維權和化解行政糾
紛的機制，讓「民告官」成為「零門
檻」。專家表示，這些修改將有助於解決
行政訴訟制度長期存在的「起訴難、審
理難、執行難」問題，加強和保障司法
公正和司法權威，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銀行破產最高賠50萬
5月1日起，《存款保險條例》施行。

條例明確規定，存款保險實行限額償
付，最高償付限額為人民幣50萬元。這
一限額高於世界多數國家的保障水平，
能為中國99.63%的存款人提供全額保
護。世界上已有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

立了存款保險制度。條例規定，同一存
款人在同一家投保機構所有被保險存款
賬戶的本金和利息合併計算的金額在最
高償付限額以內的，實行全額償付；超
出的部分，依法從投保機構清算財產中
受償。條例規定的存款保險具有強制
性，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吸收存款的銀行
業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農村合作
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社等，都應當參加
存款保險。除金融機構同業存款、投保
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在本機構的存款等
外，其他人民幣存款和外幣存款都屬於
被保險存款的範圍。

「民間天氣預報」最高罰5萬
另外，《氣象預報發佈與傳播管理辦
法》亦開始實行，其中規定氣象預報實

行統一發佈制度。各級氣象主管機構所
屬的氣象台應當按照職責通過氣象預報
發佈渠道向社會發佈，並根據天氣變化
情況及時更新發佈氣象預報。辦法規
定，其他任何組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形
式向社會發佈氣象預報，違者最高可處
以5萬元以下罰款。這也意味着如果氣
象愛好者在網上隨意發佈個人預測的氣
象信息，可能被罰款。
其他從5月1日起開始施行的包括，

《全國稅收徵管規範》將更好服務納稅
人；殘障旅客可帶導盲犬上火車；全國
首部居家養老條例；北京出租車強制報
廢由8年改為6年；北京地鐵內乞討賣藝
最高罰1,000元；福建山東快遞新規：野
蠻分揀快件將被罰款；上海：公積金提
取支付房租條件放寬等。

「民告官」從此「零門檻」
十餘項新規今起實施 新行政訴訟法助維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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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網涉新聞敲詐遭停辦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昨日向社會通報了

對21世紀網、《理財週報》和《21世紀經濟報道》新聞敲詐案件的行政處
理情況，其中21世紀網被責令停辦，《理財週報》被吊銷出版許可證，
《21世紀經濟報道》被責令整頓。
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相關負責人介紹，2014年9月3日以來，21世紀

網、《理財週報》和《21世紀經濟報道》先後有多人被上海市公安機關採
取強制措施，其中有21人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案件發生後，國家新聞出
版廣電總局和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開展行政調查。經查：21世紀網和
《理財週報》主要負責人勾結公關公司，指使新聞採編人員以對上市公司
和擬上市公司負面報道相要挾，迫使相關企業簽訂廣告認刊書、服務協
議，謀取不正當利益。同時查明，21世紀網、《理財週報》和《21世紀經
濟報道》還存在採編和經營不分等違規問題。
據該負責人介紹，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調查核實基礎上，已於4月
28日作出行政處理決定：吊銷《理財週報》報紙出版許可證；廣東省新聞
出版廣電行政管理機關協同有關部門依法撤銷21世紀網許可證、責令停
辦；對《21世紀經濟報道》進行整頓，要求其全面加強該報領導班子建
設，全面加強採編和經營管理，全面加強新聞從業人員管理。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有關負責人指出，21世紀網等新聞敲詐案件在社

會上造成了惡劣影響，嚴重損害了基層和群眾切身利益，擾亂了市場和行
業秩序，損害了新聞媒體公信力，敗壞了新聞隊伍形象。
該負責人強調，各地新聞出版廣電行政部門要繼續深入開展打擊新聞敲
詐和假新聞專項工作，加大案件查辦力度，限期掛牌督辦一批重點案件，
關停一批違規報刊單位，撤銷一批違規記者站，吊銷一批違規人員新聞記
者證，對涉嫌違法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對內外勾結、包
庇縱容、失職瀆職的要移送紀檢監察部門追究黨紀政紀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麗丹、實習記者任芳頡北京報道）「既然選擇了遠方/便只
顧風雨兼程」、「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昨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殯
儀館內，詩聲低徊，哀情肅穆，內地著名當代詩人、書畫家汪國真遺體告別儀式在此舉
行。近千位社會各界人士前來弔唁，書法家龐中華、評論家白燁、作家張寶瑞等紛紛獻
上花圈輓聯，送別汪國真最後一程。其生前友人肯定了汪國真在文學上的成就，並感歎
他不到60歲即離世是「天妒英才」。
昨日清晨的北京天氣陰鬱，7時左右起，汪國真生前的親友、學生、詩歌愛好者等近

千人逐次抵達八寶山殯儀館東大廳，人們胸戴白花，靜靜哀悼。大廳門外，200多個花
圈分列排開，大廳門楣處懸掛輓聯，左書「期待的時候總是很長」、右書「相聚的時候
總是很短」，橫批為「沉痛悼念汪國真先生」。告別會上，電子屏幕播放着汪國真生前
影像和聲音，現場有讀者動情的低聲誦讀起汪國真的著名詩歌。
汪國真於4月26日凌晨因肝癌在北京去世，享年59歲。汪國真的詩歌在上世紀九十

年代曾風靡一時，深受當時中學生和大學生喜歡。昨日在追悼會現場，中國著名書畫
家、作家張寶瑞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汪國真的詩歌深入人心，不僅是「下里巴
人」，也是「陽春白雪」，很多詩思想深刻富有哲理性。對於汪國真的離去，他表示惋
惜，並感歎其不到60歲即離世是「天妒英才」。

千人送別汪國真千人送別汪國真 各界歎各界歎「「天妒英才天妒英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一涵北京報道）昨日下
午，北京市打非辦組織召開新聞發佈會，發佈《關
於開展打擊非法集資專項整治行動的通告》。《通
告》指出，自昨日起至2015年8月，北京市開展打
擊非法集資專項整治行動，將針對私募股權投資、
投資諮詢、第三方理財、電子商務、網絡借貸等非
法集資案高發的重點行業，互聯網廣告、小廣告、
短信息、小攤位等重點載體，開展重點整治。相關
人士指出，本次專項整治行動，要依托互聯網、大
數據等高科技手段，建設打擊非法集資監測預警平
台，全天候無縫隙監控非法集資活動，構築一張讓
非法集資無所遁形的天羅地網。
據了解，北京市非法集資處於高發頻發態勢，截

至2015年2月底，北京市各類非法集資案件累計
187件，集資人27.5萬人，涉案金額351.8億元。金
融類案件增多，其中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類、P2P網
貸類、投資理財類案件呈爆發態勢。

聶樹斌行刑照曝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殷江宏山東報道）聶樹斌案
聽證會上，其行刑時25.8℃天氣跪雪地的照片受到
多方熱議。昨日，聶案代理律師陳光武在其微博上
公佈了引自大眾網的聶樹斌行刑照片，題為《雪地
乎？沙地乎？》。陳光武還發表博文《關於聶樹斌
案聽證人員洪道德擅自發表傾向性意見的嚴正交
涉》，直指作為聽證會上法學專家代表洪道德教授
在山東高院公佈複查結果之前擅自接受媒體採訪，
散佈結論性、傾向性意見，要求合議庭取消其聽證
代表資格，並宣佈其對聶樹斌案件的投票無效。
此前，河北原辦案單位代表稱死刑照片拍攝於石

家莊市紅澤河刑場，照片中顯示的不是雪地，而是
沙地。「當時
有條河有沙
地，沙地旁邊
有小植物，怎
麼可能下雪？
而且工作人員
是春秋裝，不
是冬裝，不可
能是雪地」。

深圳地鐵11號線7月全線鋪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深圳地鐵
11號線機場北站（T4站）昨日軌道正式鋪設完成，
該站全長528.71米，寬21.3米，埋深約18.9米，是
深圳地鐵11號線的第10個車站，發揮着地鐵與穗莞
深城際鐵路、深茂鐵路及深圳機場未來T4航站樓的
交通樞紐作用。目前，地鐵11號線鋪軌已由機場北
站向機場站開鋪，預計在7月1日實現全線軌道鋪通
目標。
據介紹，深圳地鐵11號線是深圳市迄今為止地鐵
建設史上一次性建成開通里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
的地鐵線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郭若溪深
圳報道）4 月 29
日凌晨1時 45分
許，深圳一無牌
奧迪汽車發生車
禍 造 成 1 人 死
亡，5人受傷，司
機駕車逃逸。記者昨日在深圳南山交警大隊見到了
已投案自首的肇事司機熊某，他稱撞人後並未下車
查看，內心害怕便駕車逃跑，回家後連夜更換了在
事故中損壞的車輛前擋風玻璃，次日早上內心自責
才決定自首。死者家屬面對記者跪地痛哭，稱孩子
僅18歲，無端遭遇飛來橫禍，希望能嚴懲兇手。
據交警介紹，肇事司機熊某，男，湖南人，26

歲，在深圳一國企建築工程公司工作，其本人是肇
事奧迪車車主。

車禍死者家屬跪地求嚴懲司機

■■汪國真追悼會現場汪國真追悼會現場，，近千名社會各界人士前來弔唁近千名社會各界人士前來弔唁。。任芳頡任芳頡攝攝

■■內地民告官已變得可行內地民告官已變得可行，，在今日在今日
新規實施後更是新規實施後更是「「零門檻零門檻」。」。圖為圖為
內地法院內地法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聶樹斌行刑照片。 本報山東傳真

■■死者家屬跪地求嚴懲死者家屬跪地求嚴懲
肇事司機肇事司機。。 郭若溪郭若溪攝攝

2015年5月1日 今日電視節目表 （星期五）

無綫翡翠台

6:00 紙箱戰機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及環球新聞檔案
7:45 香港早晨及瞬間看地球
9:00 金曲挑戰站
9:05 快樂長門人
9:15 遇上千嬅·遇見愛
10:30 錦衣衛

(甄子丹、趙薇主演)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0 宣傳易
2:15 今日VIP
2:45 同事三分親
3:50 奇幻魔法Melody IV
4:20 馴龍騎士II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Battle Spirits小霸王
5:50 財經新聞
5:55 翻叮一族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頭條新聞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華麗轉身
9:30 武則天
10:30 食平3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大時代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同事三分親
4:20 粵語長片：

「孝順仔尋寶遇仙」
林鳳、蕭芳芳主演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9:00 CCTV News—直播
10:00 Lonely Planet 千種新體驗
10:25 「糕」瘋
10:50 追蹤動物族群
11:45 飛天犀牛
12:40 超級惡菌
1:35 豹孤兒之路
2:25 荒失失奇兵2
4:00 芝麻街
5:00 動物地圖集
5:25 笑笑小動物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普通話新聞檔案
6:25 音樂熱點
6:35 高爾夫球雜誌
7:00 主播一家親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歐陸鐵路遊
9:00 財經雜誌
9:30 騙案之都
10:30 環球趣事
10:35 環球金融速遞
10:40 賈神探
11:35 財經速遞
11:40 晚間新聞
11:55 瞬間看地球
12:00 周五星級影院: 黑天鵝
2:05 騙案之都
2:55 財經雜誌
3:20 歐陸鐵路遊
4:15 高爾夫球雜誌
4:40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新造視頻
6:30 仙鶴神針
7:30 曲終情未了
8:30 環遊世界
8:45 ATV星級演唱會:

好音樂．唱不停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太極張三豐
12:15 占儘先機
12:20 馬上全接觸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天氣報告
12:50 ATV歲月如歌大賞
2:25 足球狂熱 港超聯:

東方 對 標準流浪
4:30 我們這一班
5:00 松鼠特攻
5:30 巴布熊貓成語系列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0 體育快訊
6:25 天氣報告
6:30 左右紅藍綠
6:35 方草尋源
7:00 米家的婚事
7:30 知情識趣（暫名）
8:00 瑞蓮
9:00 鄰居冤家
10:00 開心大發現
10:25 當年今日 /

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語
10:30 夜間新聞 / 馬上全接觸
11:00 把酒當歌
11:35 環遊世界
11:50 早著先機
1:20 老米家的婚事
1:45 知情識趣
2:10 把酒當歌
2:40 鄰居冤家
3:35 瑞蓮
4:30 中環英雄
5:30 方草尋源

6:00 Music 120
7:00 廣東黃金海岸遊
7:30 文化報道
8:00 澳門 澳門
9:00 知識小百科
9:30 瘋狂馬特
10:00 中央電視台新聞—

綜合新聞
11:30 對話
12:00 澳門 澳門
1:00 Music 120
3:00 精靈一族
4:00 奇幻百寶箱
4:30 開心寶寶遊樂園
5:00 小靈精大冒險
5:30 小擂台大挑戰
6:00 漫遊嶺南綠道
6:25 東方
6:55 脈搏
7:30 新聞及天氣報告
7:45 漫遊嶺南綠道
8:00 時事內幕追擊
8:30 千水情
10:00 香港 香港
11:05 夜間新聞
11:20 悠遊亞洲
11:50 嶺南尋根之旅
12:20 文化報道
12:50 覓食新煮意 II
1:50 寵物主流派
2:50 Music 120

亞視國際台

6:25 石評大財經
6:55 騰飛中國
7:00 鳳凰早班車
9:00 鳳凰大視野
9:35 地球宣言
9:40 鳳凰全球連線
10:05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10:55 娛樂快報
11:00 相對論
11:25 健康新概念
11:30 石評大財經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00 鏘鏘三人行
1:35 騰飛中國
1:40 鳳凰焦點關注
2:00 魯豫有約：說出你的故事
2:55 娛樂快報
3:00 資訊快遞
3:30 金曲點播
3:40 社會能見度
4:15 鳳凰大視野
4:50 名言啟示錄
4:55 娛樂快報
5:00 相對論
5:25 金曲點播
5:30 有報天天讀
5:55 健康新概念
6:00 全媒體大開講
7:20 地球宣言
7:25 中國戰法
7:50 今日視點
7:55 與夢想同行
8:00 鳳凰大視野
8:30 騰飛中國
8:35 鳳凰焦點關注
8:55 名言啟示錄
9:00 時事直通車
10:00 財經正前方
10:35 鳳凰全球連線
11:00 鏘鏘三人行
11:30 健康新概念
11:35 車元素

6:00 S.O.P.女王
7: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S.O.P.女王
10: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S.O.P.女王
1: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S.O.P.女王
4: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5:10 無綫網絡電視精
5:15 真愛找麻煩
6:00 S.O.P.女王
7: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8:15 真愛找麻煩
9:00 S.O.P.女王
10: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11:15 真愛找麻煩
12:00 S.O.P.女王
1: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2:15 真愛找麻煩
3:00 S.O.P.女王
4:00 亞洲星劇場—

金秀賢：懷抱太陽的月亮
5:15 真愛找麻煩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4:31 今日說法
4:59 新聞聯播
5:29 人與自然
6:00 國際藝苑
6:50 精彩一刻
7:00 朝聞天下
8:32 精彩一刻
9:12 人與自然
9:40 電視劇 鐵血紅安
10:26 電視劇 鐵血紅安
11:12 電視劇 鐵血紅安
12:00 新聞30分
12:32 今日說法
1:23 電視劇 大男當婚
2:09 電視劇 大男當婚
2:55 電視劇 大男當婚
3:41 電視劇 大男當婚
4:28 精彩一刻
4:36 生活提示
4:42 第一動畫樂園
7:00 新聞聯播
7:30 公益宣傳短片
7:31 天氣預報
7:36 公益宣傳短片
7:38 焦點訪談
7:54 公益宣傳短片
8:00 中國夢勞動美．

2015年五一勞動節特別節目
9:30 精彩一刻
9:33 人與自然
10:00 晚間新聞
10:30 導視
10:32 粵語劇場 施琅大將軍
11:17 導視
11:18 粵語劇場 施琅大將軍
12:04 導視
12:06 動物世界
12:36 大劇場 金枝玉葉
1:22 大劇場 金枝玉葉
2:08 動物世界
2:38 請您欣賞
2:38 電視劇 李小龍傳奇
3:24 電視劇 李小龍傳奇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4:00 中國新聞
5:00 走遍中國
5:30 華人世界
6:00 海峽兩岸
6:30 今日亞洲
6:55 中文國際
7:00 中國新聞
7:30 今日關注
8:00 中國新聞
9:01 雙語劇場 野鴨子
9:44 雙語劇場 野鴨子
10:28 薈萃節目-超級工程
11:13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00 叮咯嚨咚嗆
2:10 中文國際
2:12 遠方的家
2:56 遠方的家
3:38 中文國際
3:40 電視劇 湄公河大案
4:25 電視劇 湄公河大案
5:13 電視劇 湄公河大案
5:58 電視劇 湄公河大案
6:43 電視劇 湄公河大案
7:28 中文國際
7:30 中國文藝
8:00 走遍中國
8:30 海峽兩岸
9:00 中國新聞
9:30 今日關注
10:00 深度國際
10:45 全球華人資訊
11:00 今日亞洲
11:30 遠方的家
12:15 中國文藝
12:45 國寶檔案
1:00 中國新聞
1:10 天天飲食
1:20 百家講壇
2:00 新聞聯播
2:30 華人世界
3:00 中國新聞
3:10 中文國際
3:15 深度國際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