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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能神」邪教案6人判囚

快訊神神州州

李克強促城市寬帶提速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
強昨日在北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加快建
設高速寬帶網絡促進提速降費的措施。措施包括鼓勵
電信企業盡快發布提速降費方案計劃，實施寬帶免費
提速，使城市平均寬帶接入速率提升40%以上，推出
流量不清零等服務。
會議指出，加快高速寬帶網絡建設，促進提速降
費，既可改善人民生活，又能降低創業創新成本、為

「互聯網+」行動提供有力支撐，拉動有效投資和消
費、培育發展新動能。

1.4萬村年內通寬帶
會議對加快建設高速寬帶網絡促進提速降費的措施

作出五項確定，一是鼓勵電信企業盡快發布提速降費
方案計劃，實施寬帶免費提速，使城市平均寬帶接入
速率提升40%以上，降低資費水平，推出流量不清

零、流量轉贈等服務。
二是推進光纖到戶和寬帶鄉村工程，加快全光纖網

絡城市和第四代移動通信網建設。今年新增1.4萬個行
政村通寬帶，縮小城鄉「數字鴻溝」。支持互聯網國
際出入口帶寬擴容。用網絡建設帶動今年各類投資上
萬億元人民幣。
三是推進電信市場開放和公平競爭，年內寬帶接入

業務開放試點企業增加到100家以上。

加快農村設施升級改造
四是完善電信普遍服務，加大財政支持，加快農村

等基礎薄弱區域寬帶設施升級改造。推動市政公共設
施和社區等向寬帶建設通行提供便利。
五是加強寬帶接入服務和資費監管，保護消費者權

益，打擊虛假宣傳、竊取用戶流量等行為。讓高速暢
通、質優價廉的寬帶網絡服務創業創新和多彩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湖南省常德市
武陵區人民法院昨日對湖南首起「全能神」邪
教組織案進行一審宣判。被告人唐莉等6名邪教
成員因犯組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
罪，被判處2年至4年不等有期徒刑。
法院審理查明，唐莉、陳小明、段和平、何
興、祝世賀、高湘武6名被告人於2009年參加
「全能神」組織之後，在常德積極宣傳「全能
神」精神發展成員，逐步成為組織的骨幹人
員，他們輪流在信徒家中聚會，以所謂學習
「教義」、「經文」為幌子交流經驗，為新成
員「洗腦」。
2013年，公安民警在武陵區賈家湖社區視頻

製作點將唐莉等6人拘捕歸案，並從該製作點和
唐莉等人家中查獲用於傳播「全能神」的各類
書籍、手抄資料、光碟、傳單等物品。
法院審理認為，公訴機關指控被告6人犯組
織、利用邪教組織破壞法律實施罪的事實清
楚，證據確實、充分，判處2年至4年不等有期
徒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瑞雪哈爾濱報道）黑
龍江省哈爾濱市松北公安分局中源派出所近日
接連接到多宗哈爾濱商業大學學生的報警，稱
被一名自稱香港交換生的男子騙走錢財。該男
子自稱是商業大學的港大交換生，以沒有內地
儲蓄卡，家人不能匯款為由，用假港鈔或假蘋
果手機作為抵押，在校園內借用受害人儲蓄卡
進行詐騙，該男子已被當地警方拘捕。
據了解，張某今年31歲，自2014年至今，以

冒充香港交換生的身份，在哈爾濱商業大學進
行了多宗詐騙違法事件，目前張某已被依法行
政拘留，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孔蓮
芝 昆明報道）
雲南警方破獲
一起獵殺國寶
大熊貓案，拘
捕10名相關嫌
疑人，查獲熊
貓皮一張，大
熊貓肉9.75公斤、腿骨2根、頭骨2塊等。
案件發生在去年12月4日，一雌性成年大熊

貓在雲南省昭通市鹽津縣被獵殺，案件於日前告
破。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
時確認，這是長江以南首次發現野生大熊貓蹤
跡，但這次獵殺行為極大地破壞了大熊貓的種群
繁衍。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李青霞湖南
報道）據中央紀委監
察部網站，湖南省紀
委消息：經湖南省委
批准，湖南省委副秘
書長馬勇涉嫌嚴重違
紀，目前正接受組織
調查。
馬勇，男，漢族，1957年1月出生，重慶市

人，研究生學歷。歷任湖南省統計局農業處副
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大庸地級市籌
備組經濟綜合組組長，市計劃經濟局副局長、
黨組副書記；省統計局工交統計處副處長、處
長，綜合平衡統計處處長，國民經濟核算與統
計設計處處長，副局長、黨組成員，副局長、
黨組副書記，局長、黨組書記；益陽市委副書
記、市長，市委書記；省委副秘書長，第九屆
省委委員。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疆烏魯木齊
市公安局特警八支隊六大隊的特警隊員昨日在該
市市郊的射擊靶場進行警用槍械實彈射擊考核。
據介紹，該特警隊八支隊肩負防暴處突的重要職
能，日常訓練強度大，體能、射擊術、擒敵術、
戰術成為特警隊員每月的考核項目，以保證特警
隊員始終處於最佳戰鬥狀態。

男子冒港大交換生哈市騙財

雲南破獵殺大熊貓案拘10人

湖南省委副秘書長涉違紀受查

烏魯木齊特警實彈射擊考核

據皇崗檢驗檢疫局旅檢二處副處長鄧瓊介紹，今年以
來，水客從香港批量走私凍品、海鮮入境的現象非

常嚴重，口岸各部門查獲的走私凍品數量增長驚人。
2014年全年，該局共查獲未經檢疫的走私物品55.08
噸，但今年截至4月，數量就達到55.03噸，逼近去年全
年數量。
事實上，在今年1月皇崗海關就曾在福田口岸旅檢入
境大廳開展凍品、海鮮專項查緝行動。短短一小時內，
就連續查獲47名旅客利用行李箱、背包等走私凍品和海
鮮入境，而每名旅客平均攜帶20至40公斤的凍品，品種
包括生牛肉、牛排、龍蝦、鮑魚、響螺等市場需求量較
大的高檔食材。
鄧瓊指，口岸工作人員查獲攜帶凍品入境的旅客多數是
職業水客，其中以回鄉證出入境的港客約佔六成。
據了解，被查獲的水客大多數經驗豐富，有些被關員攔
截後，推着藏有凍肉、海鮮的行李箱快速前跑，企圖逃
逸；有些故意用力地把行李箱推進X光機，造成X光機圖
像異常；還有一些旅客攜帶違規品被查獲後，不停與外界
聯繫，企圖讓其他人將物品偷帶出海關監管區。

紅外探測儀準確率百分百
針對這些現象，深圳檢驗檢疫局自主研發設計，在福

田口岸首先推廣試用「攜帶物紅外探測檢驗系統」。據
介紹，該系統具有圖像採集、攜帶物定位、跟蹤及水客
分析等一體化功能。能對攜帶了相對低溫的物品的旅客
行李提示報警，低溫物品如凍肉、海鮮、疫苗及表面相
對較低溫的水果等。
記者在現場目擊，紅外檢測系統可在人群中自動掃

描、跟蹤低溫物品，並進行提示報警。一名內地旅客因
背包內攜有少量凍牛肉而被紅外檢測系統逮個正着，他
不可思議地說，「只是一小塊牛肉，還是放在背包內，
不知道怎麼會被發現的。」
鄧瓊介紹，紅外體溫檢測系統在各出入境口岸應用

多年，可以用於快速篩查發熱性疾病疑似患者，對流
感等疫情防控有重要意義。但這些技術和設備此前未
能直接應用到攜帶物檢驗領域中。「此次深圳檢驗檢

疫局首次將紅外體溫檢測系統用於物品掃描檢疫，通
過立體的全方位掃描檢疫手段，配合X光機，不僅可
以提高檢驗的準確率，還能減少人工抽檢的盲目性。
在無遮擋的情況下，紅外線掃描並發現低溫物品的幾
率達到100%。」

新研發記錄儀監督執法
此外，深圳檢驗檢疫局最新研發的執法記錄儀也於昨

日首次亮相福田口岸。該執法記錄儀集攝影、照相、錄
音等功能於一體。工作人員在執法時，將其佩戴在胸
前，可以對執法過程進行及時、全面、準確的數字化記
錄。「以往工作人員執法時常遇到水客暴力阻礙執法現
象，該系統的應用可以防止水客扭曲事實，也能發揮監
督工作人員執法的作用。」

福田口岸新儀器截水客
凍肉海鮮無所遁形 六成偷帶者是港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

道）深圳檢驗檢疫局昨日宣佈在福

田口岸正式啟用「攜帶物紅外探測

查驗系統」，該系統在無遮擋物的

情況下，可以100%查驗入境旅客是

否攜帶有凍品、海鮮、生肉等低溫

物品，對打擊水客走私將起到重要

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昨日獲悉，拱北
海關緝私部門日前偵破特大漁具走私系列案，一舉摧毀
5個走私團夥，總案值達3.58億元（人民幣，下同）。

日前該案已由珠海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珠海市中級人民
法院提起公訴。
據介紹，拱北海關關稅部門發現，珠海某公司以一般

貿易方式申報進口釣魚用品，申報價格與國內市場銷售
價格存在較大差異，而且經過價格質疑程序後，仍無法
排除該公司申報價格方面存在的諸多疑點。
拱北海關緝私局接獲線索後循線摸查，掌握了相關公

司和犯罪嫌疑人涉嫌走私的關鍵證據，該案件總案值
3.58億元，涉嫌偷逃稅款9,890萬元，涉案漁具共161
噸，其中拱北海關緝私局現場查扣走私漁具1.8萬餘件。

手法隱蔽 渠道多樣
據了解，該案涉案公司多、涉案人員廣、案情複雜，
尤其走私手法隱蔽、渠道多樣化。例如，有的犯罪嫌疑

人通過其控制的企業在境外訂購高檔釣具後，委託他人
通過快件偽報、水客偷帶、直通車夾藏等方式走私入
境，銷往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等地。還有的
犯罪嫌疑人在香港組織貨源，在境外倉庫將高檔漁具拆
分後重新包裝，通過化整為零、低報價格等手段，以物
流快遞、一般貿易等方式走私漁具進境。
拱北海關緝私局有關負責人說，休閒垂釣是近年來國

內外流行的一項新興運動，不少垂釣者配備了價格不菲
的高級釣具、漁箱和專門的服裝鞋襪等，其科技含量
高、專業性強、種類品牌繁多，使海關在進口漁具的實
際監管中面臨不小挑戰。
這位負責人表示，下一步海關將繼續加強對漁具進口

環節的監管，同時大力加強風險分析，嚴厲打擊同類商
品的走私活動，維護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

拱北破逾拱北破逾33億漁具走私案億漁具走私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
道）為期5天的第十一屆中國（深圳）
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今日開幕。
據悉，本屆展會展出面積10.5萬平方
米，政府的組團、企業和機構展團共
2,286個，參展商數量再創新高。全國
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及港澳台地
區均參展，其中香港、台灣均設專門
展館，香港駐粵辦還將舉行相關展
覽。展會期間舉辦各類活動728餘項。
據統計，從2004年至2015年，文博
會展示交易面積從首屆的4.3萬平方米
增加至第十屆的10.5萬平方米，交易
額從首屆的356.9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至第十屆的2,324.99億元，10
屆文博會累計交易額達到萬億元，出
口成交額累計超過1千億元。

本屆文博會海外展區共吸引了來自
俄羅斯、捷克、日本等40國84機構參
展，較上屆增加18個，海外展區面積
佔整個場館的20%以上。
「絲綢之路」專館成為本屆文博會

的一大亮點。據介紹，為了貫徹國家
「一帶一路」重大戰略部署，本屆文
博會將5號館定為絲綢之路館，面積超
過2,500平方米。俄羅斯、印度、泰
國、馬來西亞等15個國家以及西安、
烏魯木齊、廣州、泉州等15個國內城
市確定參展，展出「一帶一路」發展
史、沿線主要國家城市傳統工藝美
術、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旅遊及演
藝等內容。文化部還將舉辦絲綢之路
文化貿易論壇暨2015中國文化產品國
際營銷年。

蛇口自貿區「一口受理」外商港企3天落戶

■■ 皇崗檢驗檢疫旅檢二皇崗檢驗檢疫旅檢二
處副處長鄧瓊處副處長鄧瓊。。 李薇李薇攝攝

■■一名女子因攜帶水果入境而被紅一名女子因攜帶水果入境而被紅
外探測儀查獲外探測儀查獲。。 李薇李薇 攝攝

■■海關查獲的凍肉海關查獲的凍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紅外檢測系統在電腦上顯紅外檢測系統在電腦上顯
示的成像情況示的成像情況。。 李薇李薇攝攝

■■馬勇馬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警進行實彈射特警進行實彈射
擊考核擊考核。。 中新社中新社

■雲南警方查獲的熊貓皮。
網上圖片

■拱北海關緝私部門偵破漁具走私案。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蛇口片區日前正式實
施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即「負面
清單」管理），針對外商投資者的自貿試
驗區「一口受理平台系統」也宣告上線。
記者了解到，外資企業入駐由提交申請到
完成備案從20多天減至3個工作日。
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印發自由貿易試驗
區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
的通知》、《自由貿易試驗區外商投資備案
管理辦法（試行）》，四大自貿區於今年5
月8日起正式實施外商投資准入特別管理措
施（負面清單）。記者從前海方面了解到，
目前，外商投資者通過廣東自貿試驗區前海
蛇口片區外商投資「一口受理」平台，提交
外商投資企業經營許可申請，備案機構隨即
對申報事項是否屬於備案範圍進行甄別，屬

於備案範圍的外商可在3個工作日內領到備
案證明，不屬於備案範圍的，備案機構通知
其按有關規定辦理審批。
為了使外資企業、港澳台商落戶前海更為

便捷，前海蛇口片區「一口受理」平台針對
外商投資企業准入和開業登記「一張表格、
一套材料、一口受理、一次發證」。「一口
受理」系統與市監委、商務部系統對接，數
據可進行實時傳輸。辦結後，企業可一次性
領取外商投資備案證明或批准證書、「一證
三號」證照（包括商事主體營業執照、組織
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和刻章許可證等
證件。以前走審批流程需要20天，實行負面
清單管理和「一口受理」後，外資企業入區
「一口」收件，就可以在大廳的各個窗口內
部流轉，實現協同受理，企業落戶時間大幅
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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